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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活力是指根据某些确定的标准测评出的某

种语言的活跃程度遥 21世纪以来袁伴随着全球范围内

语言的濒危与消亡袁 语言活力这一概念逐渐受到关

注袁与语言活力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袁语言活力评估

体系成为监测语言资源尧评估语言保护和语言复兴的

重要手段遥 目前袁较有代表性的语言活力评估体系主

要有以下三种遥 范俊军等人翻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语言濒危专家组制定的野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因素冶袁

包含 9个因素院渊1冤代际语言传承;渊2冤语言使用者的绝

对人数;渊3冤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渊4冤现存语言使

用域的走向曰渊5冤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渊6冤语言教育

材料与读写材料曰渊7冤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语言

政策曰渊8冤语言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曰渊9冤语言记录

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遥 [1]Fishman的野世代传承失调分级

量 表 冶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GIDS冤袁主要有 4项指标院渊1冤代际传承曰渊2冤语言功能曰

渊3冤语言使用域曰渊4冤讲话人的读写能力遥 [2]Lewis 和

Simons的野详述时代传承失调分级量表冶渊Ethnologue爷

s Expan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EGIDS冤袁

13个层级袁4个主要判定因素:渊1冤语言传承曰渊2冤语言

使用域曰渊3冤读写能力曰渊4冤族群认同遥 [3]本文拟在语言

活力这一概念及相关评估体系的基础上袁以闽北地区

方言文化教育为例袁讨论方言文化教育的价值袁现状尧

问题及改进措施遥

一尧闽北地区方言及文化

福建闽北地区袁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17毅12忆-119毅

12忆袁北纬 26毅14忆-28毅02忆之间袁东北与浙江省相邻袁西

北与江西省接壤袁东南与宁德地区交界袁西南与三明

市毗连遥现有两区(延平区尧建阳区)尧3市(邵武市尧武夷

山市尧建瓯市)尧5县(顺昌尧光泽尧浦城尧松溪尧政和)袁总

面积 2.63万平方公里袁人口约 300万遥 淤

闽北地区方言丰富而复杂袁目前闽北地区主要有

4种方言院一是闽北方言袁主要通行于建瓯尧建阳尧武夷

山尧政和尧松溪等地曰二是邵将区方言袁主要通行于邵

武尧光泽尧顺昌等地袁兼具闽客赣方言特点曰三是吴方

言袁主要分布于浦城县城及其北部十二个乡镇曰四是

北方方言袁主要分布在南平延平区内以及西南部的西

芹镇遥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袁古老而丰富的闽北

地区方言孕育着多样的地方深厚的文化袁既有数量众

多尧朗朗上口的儿歌尧童谣曰也有被称为野中国四平戏

活化石冶野明代四平腔的遗响冶的政和四平戏袁形成自

己独特唱腔的南平南词戏袁吸收民间音乐流行于南平

收稿日期院2020-05-29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16XYY005冤曰福建省高

校杰青人才项目渊闽教科也2017页52号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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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区范围的野南剑戏冶袁以反映家庭生活题材袁活跃

于邵武尧光泽一带的野三角戏冶遥

二尧闽北方言文化教育的价值

近些年的语言资源保护逐渐野从关注语言发展到

也关注语言文化冶袁野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保护袁不仅关

注语音尧词汇尧语法等语言本体的记录袁更关注语言及

语言表达中的各种文化现象遥 冶[4]Fishman的野世代传承

失调分级量表冶和范俊军等人翻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语言濒危专家组制定的 野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因

素冶袁都将语言的功能作为评估语言活力的主要因素遥

如此袁充分发挥语言的教育功能袁在保护语言资源尧增

强语言活力的过程中就显得尤其重要袁而语言教育功

能的发挥袁又以语言文化的教育功能为主遥 有鉴于此袁

积极主动地保护方言文化袁重视方言文化教育袁具有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遥

1.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

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袁学龄前儿童不仅是单纯地

学说话袁更多的是掌握如何用语言去表达思想袁并认

知生活遥 由于年龄小袁幼儿普遍活泼尧好动袁且对有趣

的事物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遥 儿童早期是奠定其认知

发展基础的最佳时期袁在学龄前开展方言儿歌尧童谣

的教育活动袁能有效提升强化幼儿的认知能力袁促进

生活技能的发展遥 如叶月二奶曳院

月二奶尧月光光遥 问你哪里住钥 天中央遥

问你借镜妆袁镜妆好梳头遥

问你借扫帚袁扫帚好扫厝遥

问你借天萝布袁天萝布好洗鼎遥

问你借板押袁板押好押荐遥

问你借铜盆袁铜盆好洗面遥

问你借鼎片袁鼎片好斫鸡遥

问你借米筛袁米筛好筛禾遥

这首口口相传的建瓯童谣袁以问答的方式袁以趣

味性的想象袁让孩子们了解野镜妆渊镜子冤冶野扫帚冶野天

萝布渊抹布冤冶野米筛渊筛米的筛子冤冶野鼎片渊锅盖冤冶等工

具的用处袁朗朗上口袁在自然的铺叙中激发了孩子们

学习方言的兴趣遥

儿歌尧童谣在描写自然现象尧社会风情等方面有

其独特的优势袁既结合当地特色尧贴近生活袁又生动形

象尧富有韵律感袁易于识记尧利于传播遥 如叶武夷山节气

歌曳野正月烛子照厅堂袁二月燕子飞过墙袁三月百草匆

匆起袁四月梅子树下黄袁五月家家包粽子袁六月树下好

当凉袁七月凉风吹织女袁八月木樨满庐香袁九月寒风吹

霜降袁十月冬节大禾黄袁十一月高山落雪子袁十二月孟

姜女送寒裳遥 冶生动地反映了武夷山地区的气候特色袁

寓教于乐袁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了解了武夷山的节

气特点遥

2.激发乡情尧搭建情感纽带

方言文化教育的本意不是让方言成为教学用语袁

其重点应该是充分发挥方言在传承文化尧维系情感方

面的作用遥 正如范俊军等指出的野要使母语保持活力袁

并不一定要求该语言使用者是单语人袁而关键在于袁

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袁该语言能发挥重要的

作用遥 冶[1]Fishman的野世代传承失调分级量表冶以语言

的代际传承为基础袁 将语言活力按照强弱分为 8级袁

其中野活力最强阶段的表现是语言被用于教育尧工作尧

传媒和政府等领域遥 冶[2]由此看来袁在方言保护的过程

中袁 方言文化教育所展现出的唤醒区域文化认同尧维

系情感等方面的价值远远大于单纯的方言调查记录袁

是更有力的保持方言活力和方言韧力的手段遥 闽北武

夷山市是著名的旅游城市袁因经济基础主要是茶与旅

游袁促进了外来人口的涌入袁方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

壤渐趋减少袁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方言式微的速

度袁弱化了武夷山本地人对当地文化的情感认同遥 面

对此种情况袁对武夷山方言的保护袁单纯依靠调查尧记

录是远远不够的袁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对武夷山话的

学习袁使孩子们了解武夷山的风土人情袁充分激发孩

子们与武夷山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袁增强武夷山方言

的活力与韧力遥 我们来看看叶武夷山饮食歌曳院

正月过上元袁全厝总动员袁出门觑灯去袁来厝吃汤圆遥

清明落毛雨袁相邀讨洲麯于袁磨米做麯果袁好吃不吓累遥

农历四月初八袁家家炒毛辣盂袁炒了毛辣做乌饭榆袁保佑

今年好收成遥

五月风雨顺袁家家包香粽袁馌了香粽觑龙舟袁路上男女

2窑 窑



喜相逢遥

七月到十五袁户户挂苍芜袁日上做饴仔袁暗冥烧经符遥

中秋月团圆袁晚辈回家门袁相对吃月饼袁大小乐融融遥

重阳去登高袁到转蒸米糕袁儿女来相敬袁父母心不老遥

十月粮进仓袁洗甲少不了袁农家真高兴袁馌糍又馌酒遥

年底农家忙袁浸米做白糖袁舂粿印糕仔袁家家喜洋洋遥

在一年四季中品尝武夷山特有的美食袁体味武夷

山的饮食文化袁以有形的物质美食串联起沉淀在其中

的情感袁这无疑是温暖而长久的遥 与此同时袁充分发挥

武夷山方言文化教育的功能袁增强武夷山方言的活

力袁对武夷山建设独具特色的旅游城市也具有重要的

意义遥

3.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闽北歌谣是闽北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袁

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政和

歌谣叶十多谢歌曳野第一多谢父母亲袁炊烟袅袅离娘家遥

一尺八寸你领大袁今日分别也伤心冶曰延平叶打门曳歌谣

中的野孟宗哭竹生冬笋袁孝敬父母天下传冶曰建瓯叶训子

文曳中的野严是爱来爱是害袁养儿不教父之过袁严父才

能出孝子冶遥 以朴实的语言袁教育儿童要孝敬长辈袁不

忘父母恩情袁行孝立业遥

在闽北流传的歌谣中袁有许多展示历史忠义人物

故事的歌谣遥 如顺昌叶八骏马歌曳中野千里送嫂美名扬袁

华容放曹报赠马袁单刀赴会威名扬袁义贯春秋关云

长冶曰建阳叶识字歌曳的野三国出了刘关张袁桃园结义三

兄弟冶野三关出了穆桂英袁挂帅大破天门阵冶野太公八十

遇文王袁天下黎民享安康冶野杨家出了杨六郎袁世世代

代是忠良冶野宋朝出了包文拯尧 断案英明人称赞冶 等曰

叶古人歌曳的野镇守三关杨六郎袁杨家将帅美名扬冶野单

身独马赵子龙袁百万军中护阿斗袁万人头上称英雄冶

野独挡曹兵关云长冶等遥 [5]这些歌谣颂扬中华传统忠义

美德袁青少年在学唱的过程中袁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道

德教育遥

在受众方面袁口头传播比文字传播更具优势袁戏

曲是旧社会民众最主要的娱乐形式袁野广大人民在旧

社会多为文盲袁他们的社会道德传统教育和历史知识

靠戏曲尧曲艺及故事等民间作品来代代传承袁尤以戏

曲影响最大遥 冶[6]现今袁闽北地方戏曲虽处没落阶段袁但

其在德育及文学方面的影响仍不可忽视遥 具有 400多

年历史的政和四平戏袁保存了很多古代的剧目袁对我

们了解历史知识大有帮助遥 比如袁叶虹桥渡曳叙述了朱

元璋在民间发迹,成为一代开国之君的故事曰叶天子图曳

作为叶白兔记曳的续集,主要讲述刘智远忠而被谤,数次

遭受排挤尧陷害,生命几不能自保,以至被逼反抗的故

事遥 优秀戏曲给予民众更多的接触戏剧文化的机会袁

通过戏剧教育袁实现对于古代文化瑰宝的传承袁直观

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遥

三尧闽北地区方言文化教育推广现状

2014-2019年袁 在调查闽北地区方言资源的过程

中袁我们欣喜地看到闽北地区的方言文化教育推广渐

趋兴起遥 虽说还不规范袁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袁各

地民间团体自觉利用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推广

方言文化遥 如院建瓯广播公众号袁设立了叶方言说建瓯曳

板块袁每周会播出 1-3期的建瓯方言节目袁其中有叶建

瓯重阳节的习曳叶建瓯人搬家的习俗曳叶建瓯老人做寿

的习俗曳等曰武夷山信步闲游公众号以介绍武夷山风

土人情为主袁如叶十二节气歌曳叶对对子曳叶武夷山饮食

歌曳等曰松溪小城公众号设立了松溪方言板块袁其中的

叶每周一歌曳设有童谣版块袁也有用松溪方言翻唱传统

文化曲目遥 这些方言文化朗朗上口尧通俗易懂袁真正实

现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完美结合遥

此外袁传统地方戏曲文化教育也得到了重视遥 在

2017年 5月 18日袁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平南词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卢丽萍在武夷学院开设了叶我是传承

人之南词之恋曳的讲座袁分享南词发展历史袁教授学生

表演技巧袁激起了很多学生学习南词的兴趣遥 与此同

时袁每年的武夷学院中文系毕业晚会都会有南词选段

的表演袁深受学生们喜欢遥

2006年底袁四平戏国家非物质传承人张孝友团长

在杨源中心小学组织成立了四平戏兴趣班袁 筛选 20

多名学生袁每周五给学生们上一节四平戏课袁教授他

们唱腔和表演技巧袁获得了不错的效果袁野2007年 9月

16日下午袁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在老演员的指导下在

当地英节庙演出一折蟠桃会袁才 9岁的张万里是这群

孩子中年龄最小尧个子最矮的一个袁扮演蟠桃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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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周昌曰四年级二班的张曼婷饰演王母娘娘袁以往

演出的节目都很冷清袁那天却热闹非凡袁看演出的很

多都是小演员的粉丝遥 冶[7]

邵武市三角戏华艺姐妹剧团团长吴玉珍和副团

长赵友华袁 兼职邵武八一小学三角戏兴趣班辅导老

师袁着力培养三角戏的接班人遥

四尧存在问题

闽北方言文化教育虽已取得一些成绩袁但由于经

济尧政策尧方言自身特点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袁目

前仍存在很多不足遥

首先袁 从语言活力评估体系的代际传承因素来

看袁闽北方言处于确有危险阶段遥 据相关媒体报道袁闽

北上世纪 40-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口中还能听到纯

正的闽北方言曰60-70年代出生的人会说方言曰80 年

代出生的人方言能力低下曰90年代出生的能听懂方言

但不会说曰2000年以后出生的不仅不会说也听不懂方

言了遥 此外袁城市孩子的方言能力比农村孩子还要差

一些遥

方言文化的传播袁尤其是地方戏曲的传播袁大多

依靠口口相传袁 这对语言的代际传播有更高的要求遥

然而袁闽北地方戏曲正面临技艺断层的危机袁许多老

戏曲艺术家年事已高袁心有余而力不足袁例如四平戏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孝友袁已 68岁高龄袁他

是杨源四平戏剧团团长袁张孝友的孩子和许多山里的

年轻人一样去上海打工了袁而少数留在村里的年轻人

认为四平戏十分土气袁对四平戏缺乏兴趣袁更不愿吃

苦学戏袁导致四平戏后继乏人遥

其次袁政策支持明显不足遥 野政府对语言的态度与

政策冶是评估语言活力的因素之一袁在近几年的调研

中我们了解到袁闽北地区野方言文化进课堂冶的活动仅

存在在少数幼儿园及中小学校中袁很多方言保护及推

广活动都是社会团体或个人的自发行为袁缺乏政府的

政策支持遥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袁闽北大多地方戏剧团

为民营性质的袁缺乏政府扶持袁同时袁随着娱乐方式的

多样化袁传统戏剧市场已然落寞袁只在特定节日或庙

会时才演出袁这极大削弱了地方戏曲的传播遥 相比而

言袁据李佳调查袁闽南地区的野方言活动进课堂冶得到

了当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遥野2007年文化部批复的叶闽

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曳明确提出了推进耶闽南

方言进课堂爷的具体要求和形式曰2008-2010年袁泉州尧

厦门尧漳州三市教育局又分别发文袁在所辖区县开展

试点遥 冶[8]

再次袁与方言文化教育相关的教材尧教学方法尧教

学设计活动等十分匮乏袁方言学界参与度很低袁方言

文化传播的专技人才缺乏遥 从野语言记录的数量与质

量冶这一语言活力评估因素来看袁闽北地区的方言活

力明显处于较低级阶段遥 闽北地处福建内陆袁沿山而

处袁经济较为弱后袁教育上本就与沿海各地有较为大

的差距袁对方言文化教育推广的重视远远不够袁相关

的方言文化教育教材尧著作等稀缺遥 仅就这一点袁闽北

的步伐落后于闽南及其他省份遥 厦门双十中学编辑了

包括 叶闽南民俗曳叶闽南民间戏曲曳叶闽南方言曳 等共 8

册的闽南文化校本教材袁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也

有面向小学生的闽南文化校本教材袁如叶闽南歌仔戏

与谚语曳尧叶闽南民俗与阵头曳等共 6册遥 闽北地区方言

十分复杂袁要想科学尧有效尧规范地推广方言文化教

育袁方言学者的参与是十分必要的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沿

山而处的闽北方言歧异复杂袁同一个县市袁镇与镇之

间袁村与村之间的方言都存在很大差异遥 就拿邵武市

来说袁邵武方言内部可以分为城关片尧洪墩片尧和平

片尧金坑片 4个小片袁各小片之间在语音方面有较大

差异遥 这种客观语言分布情况袁也直接影响方言文化

教育的推广曰从另一方面来说袁也更加迫切需要方言

学界的参与遥

最后袁对于方言文化的保护和推广以及方言文化

教育的价值袁社会上存在较大的争议遥 相比闽南方言

而言袁闽北方言是弱势方言袁且所处地区既不是福建

的经济中心尧也不是文化中心袁当地群众本土方言文

化的价值毫无意识袁更别提方言文化的推广了遥 对闽

北方言的价值袁有一部分人是以野有形冶的价值来衡量

的袁即学会闽北方言对于学习成绩尧就业尧经济收入等

毫无影响袁因此也就不存在价值而言遥

五尧改进措施

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与现实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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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言政策的内在要求遥 [8]对方言文化教育的推广同

样具有指导意义遥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袁对多

元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袁同时袁从地区经济软实

力来讲袁方言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尧教育价值及

情感价值遥 从语言活力评估体系来说袁闽北方言及其

文化的保护尧推广刻不容缓遥

首先袁毫无疑问袁语言的代际传承是语言活力的

重要指标袁各语言活力评估体系都将其置于首位遥 因

而少年儿童的方言习得和使用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袁

特别值得重视遥 然而袁近些年来袁随着青少年儿童普通

话水平的日益提高袁方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渐渐萎

缩袁野无方言族冶越来越多袁这直接影响方言文化的代

际传承遥 由于经济文化的影响袁闽北方言式微的趋势

较福建其他地区更为明显遥 近几年在进行闽北语言资

源保护工程的过程中袁我们发现野闽北人对闽北方言

的情感态度正逐渐减弱袁年轻一代对闽北方言表现出

不喜欢尧不愿意说的态度袁且方言能力也日趋下降遥 当

前方言区只会说方言的这类人群比例越来越小袁而只

会说普通话袁几乎不会听尧说方言的这类人群比例越

来越大遥 冶[9]因此袁重视方言文化教育袁无疑是一个让青

少年了解尧学习方言文化的良好途径袁对语言的代际

传承有很大的帮助遥 相对于单纯的方言字词学习袁方

言文化的教育因其表现形式的丰富性尧承载内容的有

趣性袁更易于传播及接受遥

其次袁密切加强政府尧社会大众尧专家学者之间的

合作遥 庄初升指出院野濒危汉语方言的保护袁说到底是

一个庞大的工程袁并非方言学者所能独立担当的遥 冶[10]

确实袁面对如此大的工程袁需要由政府牵头袁社会民众

配合袁方言专家学者的支持遥 渊1冤政府方面院政府应加

大对方言文化的推广力度袁重视方言文化教育袁在政

策尧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曰重视方言文化传承袁尤其是

戏曲文化传承袁 解决戏曲在传承和发展中的问题袁这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要求曰发挥政府引导

作用袁通过媒体袁宣传优秀方言文化作品袁以激起广大

群众对方言的情感袁例如武夷山市电视台的叶悠悠说

武夷曳尧浦城县电视台的叶讲古曳袁运用当地方言讲述的

节目袁 对保护和传承闽北方言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遥

渊2冤专家学者方面院专家学者知识的应用化遥 专家学者

走出书斋袁走进社会袁利用自身专业知识袁开展方言采

集袁记录整理闽北语音尧词汇尧儿歌尧童谣尧谚语尧歇后

语尧故事等袁给予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尧社会民众团体

指导与帮助袁开发适合闽北的方言文化教育读本袁如院

图文并茂的方言童谣绘本尧 方言童谣经典游戏手册尧

民间戏曲插画读本等遥 渊3冤社会群众方面院作为方言文

化传播的主体要要要社会群众袁更应积极主动保护并热

爱方言文化袁他们是语言活力最重要的因素袁是方言

文化传承的生命力所在遥

最后袁面对方言文化教育的争议袁应因势利导袁通

过多形式尧多渠道的宣传袁逐步改变社会民众的观念袁

构建一个良好的方言文化教育环境袁夯实方言文化教

育的社会土壤袁如此袁方言文化的传承才能永久保持袁

方言的活力与韧力才能持久遥

海纳百川方能取长补短袁重视方言文化袁重视方

言文化教育袁既是文化多样性的要求袁也是增强语言

活力的重要途径遥 田立新指出院语言及其方言是文化

最重要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构成文化多样性

的前提条件袁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不可再生的

宝贵资源遥 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袁口头相传的儿歌尧童

谣尧吟诵尧民间传说故事等语言文化资源如果不经过

科学记录和利用现代技术保存袁一旦消失袁将永远无

法复现遥 冶[11]

注释院

淤 地理信息引自百度百科 [EB/OL].渊2018-03-12冤[2020-05-

01].https://baike.baidu.com遥

于 洲麯袁即清明草遥 麯果袁即清明粿遥

盂 毛辣袁即毛毛虫类的虫子遥 炒毛辣袁是武夷山特有的一种习

俗袁指的是通过炒花生尧豆子等袁象征把本年的虫害除杀袁

以保佑来年好收成遥

榆 乌饭袁用草的汁液染成的米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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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 Culture Education in Northern Fuj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Vitality

XIE Jiann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vitality and related evaluation system, taking the dialect of Northern Fuji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dialect culture education in Northern

Fujian, and points out tha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dialect culture and dialect culture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requirement of cultural di鄄

vers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language vitality.

Key words: language vitality; Northern Fujian; dialect cultur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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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南宋大儒袁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

孔庙的儒家学者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教育家

之一遥 作为儒家理学的代表人物袁他继承了孔子以来

儒家的优秀传统教育思想袁并将之发扬光大遥 钱穆先

生认为袁野在中国学术史上袁若论博大尧精微兼而尽之

的学者袁孔子以下袁只有朱子袁可算得第二人冶[1]遥 他具

有全面博大的教育思想袁 又注重教育的细节之处袁并

将之付诸实践遥朱熹的思想不但表现出对语文教育高

远目标的追求袁还明确强调培育学生的非智力素养并

重视学生思维的发展遥这是传统语文教育的先进性所

在袁也正是我们在工具论时代的语文教育丢弃而不自

知的遥 21世纪以来袁语文教育的核心追求转向学生人

文精神素养的全面发展袁这和儒家正统语文教育重视

人的自我完善之野为己冶[2]理念是相统一的遥 母语教育

的承继性决定了当代语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传统语

文教育这片沃土遥 回望和继承优秀传统教育精神袁我

们更能够关照学生的语文素养和思维的发展袁我们也

更能思考如何在语文学习中培养表达力尧思维力和创

造力遥

一尧经典积累为首要

历代以来袁朱熹的六步读书法为世人熟知并推

崇袁这在当代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遥 朱熹的读书法

实际上是对学识学养积累的实践总结袁最终指向的是

知识素养尧情感素养和思想素养的发展遥 同时契合课

标对学生文化品位尧审美情趣和思想修养的养成目

标遥 朱熹之所以重视经典的阅读与阅读中的积极思

考袁是因为基本学养和学问的培养是建立在经典阅读

的基础上的遥 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袁经典阅读非常重

要袁它是学生积累学识学养的重要途径遥 通过经典阅

读积累学识袁丰厚自己的学养深度和广度曰通过经典

阅读领悟文章的精妙之处袁与优秀的作家作品共同体

验人类的情感曰通过经典阅读还可以获得写作的素

材袁积累文体体式袁形成写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遥 学习

者在经典阅读中增长学识尧积淀学养尧丰盈精神袁从而

拥有蓬盛勃发的语文素养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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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问渠那得清如许袁为有源头活水来遥 冶[1]实际上就

是朱熹从阅读积累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活水袁以充沛学

养和学问之河的最好阐释遥 他提倡经典阅读袁重视儒

家经典遥 朱熹丰硕的思想成果更是来源于他对哲理

性尧 思辨性书籍阅读的重视遥 朱熹总结的读书六步

法要要要野循序渐进冶野熟读精思冶野虚心涵泳冶野切己体

察冶野着紧用力冶野居敬持志冶[1] 表达的不仅是阅读的方

法袁更是知识尧情感和思想素养的积累途径遥 孔子强调

学习接受和思考的同等地位袁朱熹在此基础上提出阅

读经典应该反复熟悉尧 深入探究思考才能穷追彻底袁

也才能将书上的学问变成自身的学养遥 在阅读过程中

应该虚心静气尧悠游自得袁反复揣摩遥 当然袁也只有安

定心思袁保持单纯专一的良好学习态度袁才能心平气

和袁细细思考道理遥 阅读精密袁思考详尽也便有良好的

积累遥朱熹还提出了野理精后文字自典实冶[3]的见解袁认

为经典阅读积累越丰厚袁 学得经典的精到就越周密袁

文字自然也就平雅典实遥 文章体式在经典阅读的积累

和揣摩中获得袁野熟读唐诗三百首袁不会作诗也会吟冶袁

这句谚语指的就是在阅读中能积累文章体式遥 对文

章写作秘妙的掌握也在经典的解读和理解中获得遥 在

经典解读中不断获取写作秘妙袁累积不同文体的写作

共性袁进而发展自身的个性袁达到读写的圆融贯通遥

朱熹虽然不甚重写袁但在阅读中他强调思考袁强

调野涵泳冶[1]袁这体现出他对经典积累是一个吸收尧消

化尧思考而后运用过程的认知遥 首先袁经典的积累需要

熟读甚至背诵遥 野盖工夫至后袁诵圣贤言语袁却一似自

己言语一般遥 冶[1]而后才能解其道袁也才能化于用遥 其

次袁经典阅读积累是沉潜尧玩味的过程遥 积累并非机械

简单的背诵袁是需要野博学审问尧慎思明辨而力行之冶[1]

的精神的遥 通过玩味理解圣贤著书立说的本意袁掌握

文章的精妙袁反复思考推敲辨析观点的正误袁审慎推

演文章的行文方式袁而后用之于己袁在阅读中很好地

积累并完成读写迁移的思维过程遥 这是一种在当代可

以很好实践的文本解读与写作积累的方式遥

对于积累与写作的关系袁张志公先生认为院野只有

多读袁仔细认真地读袁才能打好写的基础遥 冶[4]语文学习

积累的是经典的广度和深度遥 多读可以不断扩张见识

的版图和疆域袁细读则通过对经典作品的熟读背诵袁

挖掘作品的奥妙所在尧领会先哲的精神境界尧民族的

文化精髓袁最终内化丰富自己的言语修养遥 经典阅读

积累是以学养和学识为首要目标的袁阅读的过程也是

文章体式感得以强化的过程袁更是个体言语智慧得以

萌芽和生发发展的过程遥 语文学习的积累应该是伴随

终生的过程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我们也可以看到学者们

的经典阅读积累的目标指向是言语表达袁 因之才有

野读书破万卷袁下笔如有神冶[5]袁才有叶文心雕龙曳说的院

野积学以储宝袁酌理以富才袁研阅以穷照袁驯致以绎

辞遥 冶[6]综上所述袁经典积累指向的是语文素养的提升及

学识学养的积淀袁 更是个体的精神生命和言语能力的

拔节向上遥

二尧思维发展是关键

朱熹语文学习观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发展学生

的独立思考能力袁于阅读的过程中鼓励独立思考袁鼓

励思辨遥 朱熹明确指出在学习中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院野学这事袁便是思这事冶[3] 野思袁只是思所学底事袁学

而不思袁便都罔了冶[3]曰学习和思考是紧密相连袁密不可

分的院野学与思须相连袁才学这事袁须便思量此事合如

何遥 冶[3]野群疑并兴袁寝食俱废始划然而有见也遥 冶[1]当各

种疑问一起涌现袁需要集中精神尧无暇旁顾袁才能豁然

开朗袁进而形成自己的见解遥 语文学习中只对权威观

点的全盘接受是万万不能的袁应该不怕思考袁不断领

会辨析袁最终形成独特的观点遥 朱熹的学思结合袁鼓励

思考质疑的学习观对当前以记忆和背诵为主要教学

手段的语文教育仍有振聋发聩的意义遥

从语文独立分科开始袁语文教育已经走过了百年

的征程袁但今天的语文教学仍过度重视所谓的最佳答

案遥 教师迷信教参袁只从教参中寻找最佳解读袁学生等

着老师昭告天下遥 [7]教学过程中缺少了师生与文本之

间的三向平等交流袁 学生的思考得不到教师的鼓励袁

反而遭受打击和压制袁 从而未能培育学生的思维能

力袁更逞论独立思考与质疑的能力了遥 当代语文教育

的核心素养之一便是言语思维的发展和思维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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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袁知识型学习的教师传授尧学生被动接受掌握的

教学方法是无法有效提升学生的言语思维能力的遥 朱

熹先生说院野书用你自家去读袁 道理用你自家究索袁某

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袁做得个证明底人袁有难处袁同商

量而已遥 冶[3]在他看来袁师生与文本三方构成平等对话

交流的关系袁对经典的熟读玩味袁质疑探究以及思维

的碰撞和交流是语文学习的重要获知方式遥 在语文学

习中袁教师并非权威的主宰者袁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遥

鼓励学生对学习对象质疑尧深入探究尧思辨袁联系自身

去体会和领悟袁他们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遥

教师可以是旁观者袁在需要的时候才成为平等的参与

者尧引导者和启悟者遥 把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袁不规定和主导学生的思想遥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

具现代意识的语文学习观遥

从朱熹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袁允许和鼓励学生对

文本进行多元解读是提升学生语文思维的有效途径遥

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观点或许肤浅袁 或许不够成熟袁但

只要言之成理袁教师应多加鼓励和引导遥 多元解读不

仅能提升学生语文学习过程中的创新和创造思维袁而

且也能培养和提升审美能力袁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遥

在说和写的方面袁个性化的写作和言说更应受到

重视和鼓励遥在说的方面袁应重视具有野现场感冶[7]的语

言能力的培养遥 通过演讲尧辩论等方式鼓励学生发展

有思想尧有内涵尧有条理的言语思维袁培养富有个性的

言语智慧袁应是语文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遥 在写

的方面袁朱熹等人倡导通过圈点尧批注尧札记等方式来

积累知识尧提出疑问尧解答疑问遥 [1]在学习中思考尧分辨

从而形成观点袁是提升言语思维能力尧发展思辨能力

的良好办法遥 基于此袁在写作的指导上袁应认识到想象

思维和逻辑思维同时作用于写作的运思过程遥 运思过

程的观察尧感受尧选材和谋篇过程既需要形象思维的

参与袁也需要逻辑思维能力遥 写作教学中袁从学生开始

思考袁到学生开始写作袁直至学生完成写作袁这一阶段

的指导应受到重视遥 只有重视这阶段的指导袁才有利

于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袁也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写作

能力遥 潘新和先生认为袁作文评改时袁教师首先应重视

学生的写作思维和思路遥 条理不清尧思路混乱既是学

生写作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教师在习作评改

时难以厘清和指导的遥 因此袁相当多的教师在评改作

文时把精力放在了文字通不通袁语言美不美袁而忽略

了思路和组织应该是作文后反馈的要点遥 [7]写作教学

并非仅仅是基于名篇佳作的背诵和模仿袁学生写作素

养的形成需要教师关注学生的写作运思过程袁通过作

文牧养学生的内在思维能力袁 让学生形成写作个性遥

丰富的思想和心灵储备是写作的根本袁而心灵的外化

也即写作和言语过程还需要活跃的思维帮助才能达

成遥

从语文学习过程看袁提升言语思维能力是培养学

生创造力的重要途径遥 因此袁从阅读到写作环节应重

视学生言语思维的培养和提升遥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

应通过读尧说尧写呵护和发展学生的言语思维能力尧想

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遥 只讲求应试技巧袁追求应试对

策的教学可能窒息学生的生命本真言说以及言说欲

望袁无益于言语思维能力的提升遥

三尧境界追求是目标

在语文教育的根本目标上袁朱熹重视的是学生的

心境品格的养成遥 当然袁这是建立在其儒家理学的思

想基础上的遥 朱熹在谈论文道关系时认为院野道者袁文

之根本曰文者袁道之枝叶袁惟其根本乎道袁所以发之于

文袁皆道也遥 三代圣贤文章袁皆从此心写出袁文便是

道遥 冶[3]文道统一是儒家语文观的重要原则袁朱熹继承

了儒家传统观念袁始终坚持文道统一遥 他认为圣贤的

文章之所以成为经典袁为一代代儒生学习袁并非因为

为文的技法和技巧有多好袁更重要的是它传达的野道冶

的博大精深遥 [3]朱熹对儒家经典传世的本质认识清醒院

儒家经典的价值在于其蕴藉深厚的儒家伦理道德遥 文

章是从野道冶中流出袁儒家经典的功用即是释道和阐

道遥 这也表现出朱熹强调在语文教育中的首要任务是

学生需明野理冶袁也即在学习中能够野格物尧致知尧诚意尧

正心尧修身冶[1]而后野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冶[1]的人生价值

追求遥 由此可见袁儒家传统的语文教育袁首先重视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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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境界的提升进而追求完美人格养成袁而后才能在

世事中加以应用遥 朱熹还认为袁野大意主乎学问以明

理袁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袁诗亦然遥 冶[3]明理而身正意诚袁

拥有良好的涵养德性袁好文自然能做得出袁诗歌也一

样遥 在这里袁朱熹强调了人的品性涵养对文章格调的

重要性袁即人格的高下能够在诗文中反映出来遥 而品

格低劣袁涵养不足的人是无法做出传世的诗文的遥

朱熹认为袁在读书中野以是存心袁以是克己袁仁岂

远乎哉钥 冶[1]也即语文教育是培育学生心境品格的重要

方式遥 他反对语文教育只是教人连词成章尧造句作文袁

这样会导向野不知学之有本噎噎所以求于书袁不越乎

记诵尧训诂尧文词之间袁以钓声名袁干利禄而已冶[8]的危

险境地遥朱熹认为院野不必着意学如此文章袁但须名理袁

理精后袁文字自典实遥 冶[3]语文教育的核心价值是道理

的掌握和修养的发展袁不是词句文章的习得袁当然更

不是对讲求格式和技巧的时文的追求遥 语文学习是一

个不断培育学生内在心境和德性袁牧养其外在语言表

现袁最终丰富其生命厚度的追求过程遥 这是对个性精

神境界的追求袁既重视传统文化对共同精神生命的追

求袁也重视个人的个性特征遥 当我们的语文教育以夯

实学生的精神积淀袁牧养高贵的人格品质以及唤醒学

生对真善美的自觉追求为目标时曰当学生的生命言语

欲望得以激发袁学生乐于并善于追求用自己的言说成

果为人类文明的传承添砖加瓦时曰语言能力的习得和

建构将是积极主动的遥言语库的积累袁阅读力的提升袁

表达力的培育袁想象力的发展以及创造力的彰显都将

是积极主动的遥 反之袁内在动力匮乏而外在压力特别

是应试压力紧迫之下的语文学习最终可能造成学生

的疲乏感以及反抗欲袁 厌倦了语文学习的学生们袁何

谈对优秀文化的自觉继承袁又从何说起精神家园及高

尚境界的铸造呢钥

叶语文课程标准渊2012冤曳指出袁野义务教育阶段的

语文课程袁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文字进行交流

沟通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袁提高思想文化素养袁促

进自身精神成长遥 冶[9]重视语文对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

性袁讲求语文课程的工具性的同时袁还应重视心境和

品味的生命境界需求遥著名学者朱自强先生在批判语

文工具论的基础上提出袁野语文教育的最高原理是语

言的建构性和创造性冶袁野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使学习者

获得用语言建构尧创造意义袁进而发展健全的心智世

界的能力袁获得用语言来传达信息袁认识世界袁表现心

灵的能力噎噎培养的是具有创造灵性的人冶遥[10]建构和

创造的最终目标是发展健全的心智世界袁需要建立在

学生的言语欲求和言语生命意识的培养上袁因为学生

的创造灵性都是通过言语来表现的遥 我们的时代赋予

传统语文学习之野道冶更深刻的意义遥 它是蓬勃有力的

生命状态袁是高远辽阔的精神境界袁还是乐于表现的

个性言语生命遥 创造性和语言的建构性袁都是为表现

精神世界的丰茂而培育的遥 朱自强先生对心智的阐述

及语言的建构性和创造性的论说彻底打破了语文工

具性桎梏袁但心智一说仍未能赋予明确的内涵遥 笔者

认为袁创造性和建构性是语文学习必须培养的重要能

力袁其终极目标的指向是学生精神生命境界的培育和

养成袁教师应重视其外化的言语生命力的培养遥 语文

教育的最终追求袁是对言语主体人格的培养以及言说

欲望的牧养与呵护袁也即对学生精神境界养成及表现

的追求遥

三尧结语

朱熹的语文学习观最终指向个人生命境界的提

升遥 于此目标之下袁他在阅读积累尧思维发展等方面都

提出了宝贵的论述遥 对于现代语文教学而言袁朱熹的

语文学习观从指导思想到实践方法上都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遥 在不断发展创造的当代适时驻足回望袁将

更有利于传统优秀语文学习方法的传承和语文教育

美好前景的开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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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代以来就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袁儒

家野天人合一冶思想袁道家野道法自然冶思想以及佛教

野众生平等冶 思想等都为后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

态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曰在西方袁对于人与自然关系

的认识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袁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

野水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冶到中世纪欧洲野人是高于自然

的冶宗教神学自然观袁从近代机械论野人不过是一个机

器而已冶的自然观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自

然观袁马克思在这些自然观的基础上继承其理论中的

合理因素袁特别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袁创立了一

套新的自然观即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遥

一尧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的内容

渊一冤自然对人的先在性

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袁马克思一

方面承认自然界对人类存在的先在性袁另一方面也认

识到自然界的物质性对人类活动的先在性遥

首先袁自然界对人类存在的先在性表现为自然界

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遥 野自然界袁就它本身

不是人的身体而言袁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遥 人靠自然界

生活遥 冶[1]马克思指出袁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

段的产物遥 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而产生袁它不依赖于

人的意识而存在袁是人类的母体遥 人类是自然界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袁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袁它不是独立于自

然之外的存在物袁也不是完全由自然界创造出来的存

在物遥 人类对自然界具有根本的依赖性袁它必须依靠

自然界才能获取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遥 换言

之袁就是自然界养育了人类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

开自然界遥

其次袁自然界对人类存在的先在性袁决定了自然

界对人类活动的先在性遥 野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遥甚

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袁也只是在物质

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遥 冶[2]人类必须要在一定的

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中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遥 因此袁

人类进行实践活动和物质生产的要素也是由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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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遥 劳动对象尧劳动资料以及劳动者这三个要素

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物质生产密切相关袁自然界对人

类活动的先在性则更加鲜明地作用于它与这三者的

关系上遥 首先是劳动对象的供给遥 劳动对象可以分为

两类袁一类是自然界本来存在的物质对象袁一类是人

类劳动后天改造的遥 其次是劳动资料的创造以及劳动

工具的制造遥 最后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遥 从事生

产活动的劳动者需要自然界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同

时袁也需要自然界为其提供生活资料遥 简而言之袁自然

界是人类活动的前提袁没有自然界就不会有人类遥

渊二冤实践是人与自然相互联结的纽带

马克思认为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尧

相互制约的关系遥 从马克思自然哲学的角度看袁人通

过实践活动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自然的

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两个方面袁二者相互依存袁相互转

化袁缺一不可遥

人的发展以自然为本体袁人类为了延续生命不断

借助外力使其内化为自己的力量袁并通过这种力量使

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得到改变袁从而使自然界越来越适

合人类的生存袁并使其朝着人类的期望和需要不断发

展下去袁为自然界打上人类的符号遥 这是自然的人化

过程遥 自然界从最初的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袁必

然要经过自然的人化这个过程遥 这种人化自然满足着

人类的期望和需要袁体现着人类的进化本质袁依赖着

人类的内在力量遥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袁这是人与动物

的本质区别遥 所以袁人类为了能继续生存和延续下去袁

为了丰富其对衣食住行的需求袁必须积极主动地在自

然界从事实践活动遥

人类在自然界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不仅是自然

的人化过程袁同样也是人的自然化的过程遥 人类必须

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

动袁 即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需要满足自身的合理需

要袁而且不能打乱或是破坏自然界的正常法则袁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遥 人在能动地改造

自然的过程中袁逐渐使自身的机能得到进化袁精神尧意

识等方面也逐渐适应自然袁即人的自然化过程遥 自然

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不仅体现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

和依赖性袁而且也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遥 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直接产生的结果最终在人类的实践活

动过程中实现统一遥

渊三冤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活动中, 建立了人与自

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遥 人类的

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袁也是沟通人

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遥 人类改造和

利用自然的生产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袁它不仅影响

着自然界而且最终也影响着人类自己遥 生产实践活动

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配合袁并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

和互相交换来完成遥 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就由此建立了

联系袁即生产关系袁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上层建筑

方面的政治的尧思想的等复杂的社会关系遥

渊四冤自然对人产生异化

人类认为他们是自然的统治者袁自然界的一切都

是人类可以改造的劳动对象遥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下袁随着人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袁人类无休止地

对自然进行改造袁 必然会在某个阶段造成环境恶化袁

致使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袁 而这正是自然对人类的异

化遥 恩格斯指出袁野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

然界的胜利遥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袁自然界都对我

们进行报复遥 每一次胜利袁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

的结果袁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尧出

乎预料的影响袁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遥 冶[3]人类

改造自然的活动具有多样性袁它无法把所有的自然的

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一起来遥 因此袁人类改造自然的

实践活动具有合理性是人类进行改造自然的必要条

件遥 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袁就必须要求人

类在人的尺度和自然的尺度相统一的过程中改造自

然界袁使之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合理化遥

二尧我国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就必须依靠人对自然界进行合理的实践活动来实

现袁但同时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袁批判资本社

会过度追求资本的无限增值最终会给人类带来生态

危机遥当前袁我国也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遥突如其来的

疫情袁就是由于近年来人类高速发展经济袁对自然环

境重视不够袁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引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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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8期

态环境问题以及社会问题遥 基于马克思自然观的立场

来分析我国生态问题出现的原因袁主要表现在院

渊一冤欠缺系统全面的环境教育

环境意识是公民对大自然的一种道德认识袁是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体现遥 我们的先人早就认

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袁野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

不入山林袁不夭其生袁不绝其长也曰鼋鼍尧鱼鳖尧鳅鳝孕

别之时袁罔罟尧毒药不入泽袁不夭其生袁不绝其长也冶遥 [4]

无论是野竭泽而渔冶袁还是野焚薮而田冶袁这些关于对大

自然要取之以时尧取之有度的忠告都是在说袁人的一

切皆归于自然,人类必须遵循自然法则袁否则就会遭到

大自然无情的报复遥 可以说袁人们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是我国生态问题的一个深层次根源遥

目前我国部分公民关于生态保护的认知并不高袁

他们仍然保持野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生态价值观念袁坚信

天地万物以人为尊袁 人类必然要征服和改造自然袁因

而在实践活动中野我行我素冶野为所欲为冶袁完全意识不

到自己的活动会破坏自然环境袁会对自己的生活以及

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遥 比如袁限号车辆屡次上路问

题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很多人开始在非必要

的情况下买私家车袁 这不仅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袁

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遥 这些公民不能清楚认

识到这些行为会破坏自然环境袁而且对于自然界中已

存的或潜在的问题袁认为不是自己的事情袁也不愿去

承担相应的责任遥 但就生态保护而言袁不仅要有政府

政策的实施袁全民的环境责任意识也必须提高遥 因此袁

培养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尧环境危机意识和环境责任

意识势在必行遥

渊二冤无视自然规律袁盲目发展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社会

根源遥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袁人们获取的物质资料都

是以环境为代价的遥 马克思认为袁人类的生产就是为

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袁但在追求资本的无限增值的

逻辑下袁生产的目的却发生根本性变化袁从以前为了

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转变为现今的为了追求更多的

物质财富遥 野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袁都仅仅

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尧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遥 那些只

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尧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

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袁则完全被忽视了遥 冶[5]资本

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袁工

业生产中所需的自然资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逐

步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范围袁生态危机爆发袁人与自

然的关系遭到破坏遥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袁有些地区长期以来奉行唯

经济论袁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袁忽视

了政治尧社会尧生态等方面的发展遥 改革开放后袁党和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逐渐加强了对生态

环境的重视袁但这些新政策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中却

走了样尧变了形遥 最近几年袁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袁

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尧利用自然规律袁生态环境保护

政策常常流于形式袁缺乏严肃性尧科学性袁导致我国出

现了生态系统退化尧环境污染尧资源环境约束等一系

列生态环境问题遥 诸如一些依靠能源发家的野老板冶袁

在生产过程中过度地开采能源袁忽视自然的可承受能

力袁最终导致水土流失尧土地沙化等问题遥 所以袁过分

追求利润袁无限制的扩大生产规模袁罔顾自然规律袁极

易造成自然环境破坏尧人与自然环境失衡遥

渊三冤异化消费

马克思在叶共产党宣言曳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

两面性袁一方面它能够创造出巨大生产力袁另一方面

它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遥 人们的消费方式在野商品

拜物教冶产生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消费已不再

是单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的需要而向自然界进行无

止境的索取遥 相反袁消费更多地是追求产品数量尧追求

更好的质量和更好的服务的一种物质享受袁毫无节制

地极端地野为了消费而消费冶成为常态遥 人们开始为了

一些不必要的需求而进行消费袁这种大肆挥霍的消费

行为袁 造成了资源的极度浪费和环境的巨大破坏袁进

而加剧了环境危机遥 比如袁穿貂皮衣服等消费方式已

经成为一种获得地位尧身份象征的消费袁而不是为了

获得自身基本需要的满足遥

此外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发

展袁 机械化的运用使工人的生产效率得到跨越式提

高袁工人不得不在程序化的控制和强制协调下不断地

重复生产遥因此袁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是自由的遥资本

主义社会背景下的工人为了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

需要袁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袁工人逐渐成为资本主

义市场中商品的奴隶袁商品的使用价值变成了压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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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害人的利器袁劳动被异化袁生产也被异化袁野人渐渐

异化为除了生产就是消费的动物袁人们异化的消费活

动必然会加重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冶遥 [6]我们必须要认识

到人类消费的商品是人类的劳动产品即人类获取自

然资源后通过劳动转换而来的袁消费不仅是影响个人

的力量袁而且是影响自然尧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力量遥 但

是袁人们异化的消费超出了自然界的可承受范围袁这

种无视自然压力的后果只能是造成更加严峻的生态

危机袁导致人和自然关系愈加紧张遥

三尧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视域下解决我

国生态问题的对策

渊一冤增强公民生态保护意识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生态环境相互联系的纽

带袁 人类的思想意识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

用遥 因此袁增强公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有三点要求院一是

对公民进行生态保护主题教育遥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原

理表明提高公民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思想意识袁会加

强其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遥 政府尧社区和学校要有针

对性地对各类人群进行环境保护认知的宣传尧 教育袁

要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袁牢固树立爱自然尧敬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袁时刻

维护自然环境遥 二是生态危机意识教育势在必行遥 生

态危机意识教育要与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相适

应袁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生态危机袁通过各种形式的

生态危机意识宣传教育袁使公民能够正确地处理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具有科学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袁

要在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生产实践

活动遥三是培养公民的环境责任意识遥对于公民来说袁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袁担负着很大

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责任遥 因此袁在生态文明建设

过程中要实现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袁每个公民都要

发挥主观能动性袁主动保护自然袁积极改善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的生态环

境遥

渊二冤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马克思说院野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袁在不同

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袁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

现的形式遥 冶[5]经济规律是长期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们在

经济领域对其实践活动行为的经验总结袁人类社会是

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袁因此袁经济规律也是自然规

律的一部分遥 人类的实践活动既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袁

也不能忽视经济规律袁 必须在可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遥

现阶段袁粗放的工业生产模式极大地超出了自然界的

承受范围袁大自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反馈使人类清楚

地认识到院要实现发展生产力的最优效能袁协调各个

领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

持续发展道路遥 当前复杂的社会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要

在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经

济遥 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袁

生态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袁而是要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袁在保护中发展遥

另外袁运用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遥 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袁要充分发挥好科学技术的引领

作用袁它领导人们整合尧协调生产要素袁提高生产效率

和资源重复利用率曰它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袁将人类头

脑中的观念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曰它预测未来的发展趋

势袁帮助人们在合理范围内活动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遥

加强科技创新袁发挥科学技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

优先地位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遥

渊三冤树立绿色消费观念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是人类社会正常运作的基

础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导向袁是人作为社会

关系的人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遥 人类过度开发利用和

不合理消耗资源袁致使消费方式产生异化会破坏自然

资源的再生能力和复原能力袁生态危机由此产生遥 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袁异化消费方式得到加强遥 在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的背景下袁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并改变我们

已经异化的消费观念袁保护自然袁提倡绿色消费理念遥

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行为对人类的身体状况和自然环

境不会产生危害或产生较小危害袁消费物品的研发生

产与生态标准相一致袁同时又与自然资源的再生和复

原能力相适应的消费模式遥 我们可从自然界可获取的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袁 但人类的消费需求是无限的袁为

了让有限的资源为更多的人提供消费资料袁绿色消费

还倡导代内消费和代际消费相结合的消费模式遥 在自

然面前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袁在消费过程中我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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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自己消费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人群的消费遥 供给人

类生存发展的能源是有限的袁我们消费得越多袁相应

地留给其他同辈人或我们后代人消费的能源就越少遥

代内消费和代际消费相结合的消费模式是我国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遥 因此袁只有树立绿色的消费

观念袁自然的问题才能够得到顺利解决袁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尧世界的和谐与进步才能够最终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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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China's Ecological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Views of Humanized Nature

ZHU Ruina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Shanxi 710054)

Abstract: Man is born of nature. Man and nature are a community of lif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rovides the necessary material in鄄

formation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achieving green development. After 40 years of rapid develop鄄

ment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tensive development has severely damaged the natural ecology, and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鄄

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has reached or approached the upper limit. Based on this,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reg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Five in On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regards "beautiful China" as the grand go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s even more prominent. The author combined Marxist ideas on humanized nature, and considered and explor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a's cur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itizen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et up the concept of green consumption to address ecological issues.

Key words: Marxist view of humanized nature; laws of na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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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渊以下简称叶手稿曳冤是

表示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发生转变的一本重要的著

作遥 在这个时期袁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状况的考察和对

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袁开始迈向了历史唯物主义遥 在叶手

稿曳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关于劳动概念理论的

批判袁 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劳动观袁

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赋予了劳动以全新的内涵和

规定性遥 野劳动冶 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袁是理解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把关键野钥匙冶遥 野劳

动冶思想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袁特别是在叶手稿曳

中袁马克思对劳动进行着系统的论述袁从三个不同的

维度阐释了劳动的内涵遥

一尧作为人的本质的野劳动冶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袁对于劳动的态度多是处于贬

低的态度袁尽管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袁他将劳动看作是

人的本质袁是野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冶[1]遥但是在马克思

看来袁黑格尔虽然是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袁但却仅

是从抽象的精神的层面来理解劳动遥 因此袁在叶手稿曳

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野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冶进行了扬

弃袁将劳动从精神层面拉回到感性的尧现实的状况之

中袁是通过劳动展示人的现实本质遥

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袁论述了劳动对于人的本质发

展的独特作用袁他指出野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

人生命袁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冶[1]袁劳动对

于人是作为肯定人的现实本真特质的存在活动袁人们

在劳动中能够感受到人的现实特性袁并且能够进行自

我价值的实现和创造袁从而实现和丰富人的本质遥 因

此袁马克思将劳动认为是人的类本质袁是人能够自由

自觉地生活的表现方式遥 自由的劳动不仅野是生命的

表现冶袁 人能够通过劳动展现自身的独特个性曰 而且

野是生活的乐趣冶袁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袁实现了从猿到人的发展袁现实的个人也通过劳动

创造出与以往不同的属于自己的对象物袁 改造自然

界袁赋予周围事物以人的属性遥 马克思给予劳动以高

度的评价袁劳动是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素遥

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袁人在

劳动中本应是尽情地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尧发展人的体

力与智力袁借此将人与动物相区别开来遥 但在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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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现况中袁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状态之下袁劳

动不再是显示人的本质的活动袁 而是成为一种外化

渊异化冤于人自身尧变成仅仅维持人的动物性存在的手

段遥 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外化渊异化冤

的劳动的表现袁即野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袁

而是否定自己袁不是感到幸福袁而是感到不幸袁不是自

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袁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

磨尧精神遭到摧残冶[1]袁这样的劳动已经不再是实现人

的本质的活动袁而是作为一种与人的本性相对立的手

段遥 现实的个人在这样的劳动中无法感觉到自己作为

人而存在袁 这种劳动成为 野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

段遥 冶[1]因而马克思将这种劳动归为野异化劳动冶袁从中

概括出了这种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性袁即工人与其生

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尧 人本身的劳动活动的异化尧人

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的全面异化遥 异化劳动本质上

就造成人的本质的异化袁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活动

的结果袁 归其根本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环境下袁

工人劳动变成了商品袁变成一种可用经济尺度来计量

的东西袁工人的劳动已经不再是属于他自己遥

因此袁在叶手稿曳中袁马克思通过论证劳动的异己

性来分析劳动对人的本质与发展的意义袁在异化劳动

之中袁劳动失去了本真的意义袁从而也创造了异化的

个体袁也在其中隐喻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

性遥

二尧作为创造社会财富的野劳动冶

在叶手稿曳中袁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

同时袁看到了劳动对于社会财富发展的作用遥 马克思

之所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袁是看到了野国民经济

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冶[1]袁反对国民经济学家仅把劳

动看作是野仅仅是谋生活动的形式冶[2]袁反对他们为资

产阶级辩护而抽象地理解劳动对于社会财富生成的

作用遥 因此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当中袁马克思深刻

认识到了一般劳动作为财富的本质尧对创造社会财富

的意义遥

马克思认为袁劳动将自然界和社会中原本与人无

关的东西纳入人的世界之中袁使得它们能获得普遍性

和属人性袁就正如他认为野土地只有通过劳动尧耕种才

对人存在冶[1]遥 劳动不仅是作为人生存的手段袁而且也

是野财富的普遍本质冶[1]遥财富是源于人的劳动袁在劳动

发展的不同阶段袁财富的积累也有不同的方式袁就如

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提到的袁劳动野起初只是作为农业

劳动出现的冶[1]袁劳动在封建农业时期表现为是借以手

工业和纯粹的土地耕种来积累财富曰而在资本主义社

会时期袁劳动则是通过大工业形式袁对资本进行积累

与剥夺袁 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大工业生产下的劳动袁工

业资本是劳动的完成尧成熟形式袁这也不外乎马克思

说野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袁成为劳动的财富遥 冶[1]

对于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袁 按照马克思的观

点袁劳动本身也是一种私有财产遥 劳动是人的自然的

特殊的外化表现袁人通过劳动能够生产出属于其个人

纯粹的财产袁是野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袁作为自为的存

在者的活动尧作为主体尧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遥 冶[1]劳动

生产出人的财富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出

的财富却是私人化的袁财富的自然特质丧失了袁从而

转化为私有财产遥 马克思在叶手稿曳中强调了劳动与私

有财产之间的关系袁他说野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

动的产物袁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袁是这

一外化的实现遥 冶[1]马克思看到了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

的相互关系袁私有财产是人的劳动的产物袁是人本质

力量的现实的物质显现袁私有财产的发展离不开社会

劳动的积累遥 此外袁私有财产又蕴含着劳动的形式与

特征袁即野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

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尧结果和必然结果遥 冶[1]这种私

有财产的生产是在异化劳动的社会状态之下袁生产出

的他人渊即资本家冤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无偿的

占有袁 这种占有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不平等的占有袁

马克思认为这是野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遥 冶[2]私有财产

又是这种异化劳动的结果遥

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劳动对于私有财产的关系袁又

从另一方面通过私有财产论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

关系遥 他指出野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

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袁

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遥 冶[1]在劳动仅就私有财产

这一人的异化的生产的结果时袁人作为一种抽象的存

在物袁在这种抽象的状态之中袁异化的个人拥有的私

有财产仅仅是作为保存其生命存在的劳动手段遥 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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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成为资本的对象时袁野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

富的源泉冶[1]袁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第一动力袁是促进

资本积累和发展的一大因素遥 劳动在私有制社会下袁

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尧异化的存在袁而对于资本家

而言则只是其积累财富的一大动力遥 由此可见袁马克

思看到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对于创造社

会财富的巨大意义的同时袁也批判了在异化劳动中所

创造的财富与人渊工人冤相对立的社会现象遥

三尧作为全部社会发展基础的野劳动冶

叶手稿曳 作为马克思思想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

要阶段袁 劳动思想具有较为鲜明的社会本体论内涵袁

即劳动成为世界尧社会和人之本质的生成基础遥 此时袁

马克思开始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的影响袁将

历史的发展从野上帝冶的绝对精神的那里回归到对现

实的法和国家的社会层面遥

首先袁劳动创造了人的世界遥 人类通过劳动首先

使得人与自然界产生联系袁劳动不仅创造了现实的世

界袁而且世界的发展离不开劳动袁劳动是世界历史存

在与发展的第一个前提袁野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

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袁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

生成过程冶[2]遥 马克思反对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对野绝

对精神冶的思辨发展过程袁明确反对黑格尔将世界历

史看作是自由意识的展现袁马克思认为野历史向世界

历史的转变袁不是 耶自我意识爷尧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

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袁 而是完全物质

的尧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袁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

的尧需要吃尧喝尧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冶[2]遥 不

同于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归结为属于野精神冶领域的东

西袁马克思将历史的发展放置在现实的个人的物质活

动中进行研究袁指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活动是

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袁现实世界的存在归

根到底就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遥

其次袁劳动的发展影响社会的发展遥 人作为现实

的活生生的个人袁人的存在离不开他人的存在袁人的

本质的形成只有在劳动的状态之下袁在和他人形成一

定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形成遥劳动是现实的连接

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袁也就是说野正像社会本身生产

作为人的人一样袁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冶[2]遥 劳动作为

主要的推动力袁作为有目的的现实实践活动袁促进了

社会的历史发展袁劳动活动和劳动发展都有很大程度

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迁遥 当劳动还仅是依靠原始的体

力劳动时袁社会的生产力程度较低袁社会发展程度也

同样呈现为较低的状态曰当劳动依靠科技力量进行生

产时袁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大生产的状态遥 随着社会

劳动的发展袁社会形态也从封建农奴社会进入到了资

本主义社会遥 因此整个社会历史不外乎是人的劳动创

造的一个诞生过程遥

最后袁劳动创造了人遥 劳动作为人自由自觉的类

本质袁人在劳动中实现人的现实性袁劳动作为促使人

类实现从猿到人的巨大改变袁人们在劳动当中实现人

的手脚分工并产生了语言袁建立了各种劳动关系遥 在

马克思看来袁人的发展与劳动相联系袁由劳动所创造

的个人随着劳动的发展而发展遥 人通过劳动使自身进

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袁使得野个人是社会存在物袁因此袁

他生命的表现噎噎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遥 冶[2]人

在劳动中实现自我生成遥 借助劳动这一媒介袁人还形

成了人类所独有的精神意识袁产生了科学技术等社会

意识遥 人们在劳动之中能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

系袁实现主体间的交往和协作袁个人的本质从抽象到

具体袁最终成为具有完整的尧全面的发展的现实的个

人遥 总之袁只有在劳动中才创造了具有社会性的个人遥

四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在叶手稿曳中袁劳动具有三重内涵遥 首先

马克思将劳动认为是体现人的类本质的特性的活动袁

劳动是人的本真状态袁尽管这时马克思尚未摆脱费尔

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遥 其次袁马克思通过对国

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袁提出了劳动的经

济维度袁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产生的动力袁一般劳动

是财富的普遍本质袁并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状态

下袁财富被私有化是异化劳动的结果遥 最后袁在社会本

体论的基础上袁马克思将劳动与世界历史尧社会以及

个人的发展相结合袁指明劳动是创造世界的第一个前

提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袁并创造了人袁使人从

抽象到具体袁最终成为具有完整的尧全面的发展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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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个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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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iple Connotation of Labor in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DENG Zheny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2021)

Abstract: Labor, as a core concept in Marx's thought, Marx made a detailed study on labor in the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discussed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 of human labor. On the one h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euerbach's

humanistic materialism, Marx gras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from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that is, labor as the essence of man. On the

other hand, Marx understood that general labor was the universal essence of wealth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and thought that labor

was the motive force of social wealth creation. In addition, from the social onthlogy, Max understoo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labor for the

world, society and human'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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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高低意味着互助共济能力

水平的高低袁统筹层次越高袁养老保险互助共济能力

就越强袁其实施效果就越好袁发展水平也会进一步提

高遥 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有利于实现社会保障的公

平性尧提高参保积极性尧更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以

及应对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化袁因此提高养老保险统筹

层次具有诸多积极效应遥 随着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完

善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一步步的扎实推进袁养老保

险统筹层次的提高面临诸多挑战袁例如各省份在基本

养老保险的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渊例如基金结余尧养老

保险历史债务尧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和抚养比尧养老金

支付能力冤尧管理体制与制度碎片化的问题尧地区利益

的平衡以及基金保值增值压力遥 因此了解在新中国成

立 70年里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变化袁 思考养老保险

统筹层次的发展变迁历程袁总结得到的关于养老保险

的发展经验袁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化解难题和奠定坚

实的基础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必要的需求遥

一尧全国统筹的早期阶段渊1949年-1965年冤

(一)全国统筹的早期阶段政策沿革

我国的养老保险保险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解放

前 1948年的叶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曳袁

当时只是在东北地区推行试点工作袁这是我国整个养

老保险制度的萌芽袁为之后的养老保险政策的正式制

定打下了基础遥 到 1951年 2月 26日袁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保险条例曳正式出台袁条例自 1951 年 2 月 26

日起施行袁1953年 1月 2日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

险条例曳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修正袁此后 1956年再

次修订袁 该条例的覆盖对象主要是中国城镇职工袁这

一项劳动保险制度的实施对象主要包括城镇机关尧事

业单位之外的所有企业和职工遥

上述条例的实施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遥 它是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最

重要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袁标志着中国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正式诞生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曳正式

推行以后袁其覆盖的对象和领域逐渐稳步扩大袁其最

终要达到的覆盖范围如下院有工人职员一百人以上的

国营尧公私合营尧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尧矿场及其

附属单位以及其他部分单位遥 [1]

收稿日期院2019-11-06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17BSH044冤遥

作者简介院黄健明渊1995-冤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中国社会养老保障理论与实践研究遥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 70年统筹制度发展变化

黄健明

渊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袁 河南 开封 475000冤

摘 要院我国养老保险在建国后的 70年里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袁虽然有一定的失误和不足袁但是整体上取得了

相对较大的成就袁并且养老保险正在进一步优化遥 在养老保险发展历程中统筹层次出现多次变化袁分别是全国统筹的早

期阶段尧企业统筹阶段尧县市级统筹阶段尧省级统筹全力推进阶段以及全国统筹发展新阶段袁各个阶段各有其相对应的政

策遥根据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 70年的发展变化的梳理袁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袁并且提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

政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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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统筹的早期阶段政策内容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曳规定袁基层

的工会每月定期将结余上缴到省尧 市工会和产业工

会袁省尧市工会和产业工会每年定期把结余上缴到中

华全国总工会曰 中华全国总工会将调剂金下发到省尧

市工会和产业工会袁省尧市工会和产业工会则是把调

剂金下发到基层的工会曰此外袁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

额的 3%将劳动保险金上缴袁 其中 70%的部分留存在

企业基层的工会账户袁每月定期上缴袁另外 30%的部

分存入指定待收的国家银行相关账户袁也是每月定期

上缴遥 这就在基层工会尧省尧市工会和产业工会尧中华

全国总工会和相关企业之间构成了相应的职责关系遥

总的来说袁各级工会之间具有一定的垂直管理的基本

特征袁管理效率相对高效袁且企业的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遥 关于劳动保险缴费与劳动保险的调剂情况袁其具

体职责分配与相互关系可以参见图 1遥

图 1 劳动保险缴费及调剂机制

Fig.1 Labor insurance payment and adjustment mechanism

渊三冤全国统筹的早期阶段政策述评

到 1956年时袁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国家渊通过

中央政府冤为主要责任主体尧城乡单位担负共同责任

并一起组织实施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遥 在这种

制度安排下袁国家直接承担着统一制定各项社会保障

政策尧 直接供款和组织实施有关社会保障事物的责

任袁所有的城镇企业单位按照规定要上缴企业职工的

劳动保险费用袁各种单位开始普遍承担着实施有关社

会保障政策的任务遥 国家和单位在社会保障的确立与

实施过程中日益紧密地结为一体袁 这也被称为国家-

单位保障制度袁这是一种完全的统收统支的尧现收现

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袁实现了全国调剂遥 [2]

二尧企业统筹阶段渊1966年-1985年冤

(一)企业统筹阶段政策沿革

1978年 6月 2日国务院发布叶国务院关于工人退

休尧退职的暂行办法曳袁有关养老的待遇开始按照上述

两个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遥 之前在 1969年 2月袁叶关

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旳改革意见草案曳由

财政部公布实施袁按照实施意见袁1969年起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曳中关于劳动保险金的征集管理

规定已停止执行遥 一些机构被撤销袁随后地方劳保部

门承担了社会保险的监督工作袁养老保险覆盖人群出

现明显的下降袁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开始降格为养老保

险企业统筹袁社会保险变成了企业保险袁由企业的年

轻人养着老年人袁在这个阶段企业已经成为了养老保

险的负担主体袁因此这个阶段是企业统筹阶段遥 [3]

(二)企业统筹阶段政策述评

在企业成为养老保险的主体后袁由于不同行业的企

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袁即使是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也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袁这就直接导致了企业养老负担水平的

明显差异袁并且引发了各个领域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诸多

矛盾袁非常不利于行业间尧企业间的积极竞争遥 [4]

并且由于受到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袁在 1966年

开始后的十年里袁 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

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袁相关组织陷入瘫痪袁相关政策难

以施行袁社会保障事业也陷入停滞状态袁虽然相关政府

部门制定了一些养老保险调整政策试图予以挽救袁但

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袁整体的成效并不显著遥养老保险

的长期停滞成为了这一阶段的主要问题袁 甚至造成了

一定负面的社会后果袁 即使是在 1976年文革结束之

后袁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相关政策也未能及时得到有效

的调整袁 但是统筹层次需要进一步变迁和提升的问题

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遥

三尧县市级统筹阶段渊1986年-1997年冤

(一)县市级统筹阶段政策沿革

在 20世纪 80年代袁由于传统行业养老负担压力

大袁新兴行业养老负担压力小袁企业统筹已经严重不

符合现实状况袁 社会统筹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遥

1986年国务院 77号文件提出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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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级统筹袁接着养老保险从 1986年开始改革袁当时

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县市级统筹制度袁规定了养老保

险缴费率尧缴费基数等袁因此 1986年是县市级统筹政

策的推行元年遥到同年年底袁全国累计有 27个省份加

入了养老保险县市级统筹的试点改革遥 但是袁当时改

革的范围较窄袁只局限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国有企业袁受

益者主要是国有企业职工袁这与以公有制为主体袁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趋势并不十分契合袁 这就

意味着对于养老保险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势在必行遥

1991年叶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曳出台袁标志着养老保险县市级统筹进一步

规范和完善袁到同年年底袁据统计全国累计有超过 2000

个县市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县市级统筹袁县市级统筹取得

了相当不错的阶段性成果遥 1995年袁正式提出了建立社

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遥

1997年发布叶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通知曳袁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企业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的比例袁个人缴费则全部记入个人帐户袁其余

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遥另外袁提出要逐步由县市级统

筹向省级统筹过渡袁 因此该文件是一个具有政策衔接

意义的文件袁为之后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指导遥

(二)县市级统筹阶段政策述评

这一阶段的政策评价可以细分为两个时期袁1986

年-1993年这一时期的整体的改革理念院为国有企业

改革配套和缓解贫困问题袁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延

续袁 但新型的养老保险统筹开始展现出趋势遥 1993

年-1997年袁这一时期的整体的改革理念院为市场经济

服务袁养老保险成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袁新旧

社会保障制度并存但此消彼长遥

此外袁县市级统筹的统筹层次明显过低袁县市级

统筹和之前的企业统筹一样袁不利于区域间养老负担

的均衡分配袁部分经济发达的地方养老负担压力明显

较小袁 经济欠发达地区养老负担压力却明显较大袁造

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尧地区矛盾袁这种养老负担的差异

同样也不利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均衡遥 总的来说袁相

对于之前的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

义袁为以后的养老保险的发展和政策改革提供了较大

的经验袁随着国家整体上对内改革的推进袁逐渐积累

了更为丰富的改革经验遥学界对养老保险的关注程度

也与日俱增袁很显然袁养老保险未来必将取得更大的

改革进步遥

四尧 省级统筹全力推进阶段 渊1998 年-

2010年 9月冤

(一)省级统筹政策萌芽与政策沿革

有相关研究认为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官方探索

开始于 1992年袁基本成型于 2009年遥 但是早在 1987

年袁当时的劳动人事部就已经正式提出了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的相关设想袁这是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萌芽遥

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这一阶段的正式开始应该

是在 1998年袁因为在这一年正式发布叶国务院关于实

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

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曳袁 明确提出最快要在 1998

年年底前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袁现在看来当时的决

策有些过于追求政策调整效果和速度袁因为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的发展明显大大滞后于相关政策的要求遥

尽管在早期关于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存在着一定

的顾虑袁但是在 90年代中后期袁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

发展追求逐渐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遥 在 1997年袁国务

院发文指示要加快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遥 在 2003

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完善市级统筹袁逐

步实现省级统筹袁 这意味着在国家政策的明确导向

下袁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开始正式成为一项政策目标遥

在 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院野逐步提高基本

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层次袁 增强统筹调剂的能力冶遥 [5]

2005 年国务院 叶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决定曳进一步提出袁要尽快提高统筹层次袁实现省

级统筹遥

2007年叶关于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

筹有关问题的通知曳对推进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做

出了更加详细的说明袁对基本养老保险在制度尧缴费尧

待遇尧基金使用等方面都作了统一规定遥

(二)省级统筹政策成果

需要注意到的是袁虽然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

呼声很大袁下发的相关文件也很多袁但是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整体的推进却是相对而言出现了明显的滞后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个个政策的接连出台袁推进省级

统筹全面实现和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时间

上甚至逐渐出现了明显的交叉重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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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年袁已经有 17个省份率先实现了养老保

险省级统筹袁 紧接着在 2009年各省出台了实现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的各种方案袁 到 2010年底据统计一共

有 25个省份完成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验收遥 但是

需要注意到的是袁 虽然在 2017年官方就已经宣布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基本实现袁但是如果根据真正严格

的标准袁 在 2017年真正实现统收统支的省份却是屈

指可数遥 根据 2018年 6月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发布的信息袁 我国将在 2020年全面实现省级统筹遥

2019年 4月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降低社会保险

费率综合方案曳袁 仍在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遥

(三)省级统筹政策述评

1998年以后的改革理念是把养老保险作为一项

基本的社会制度来安排遥 其阶段标志院一是 1998年 3

月新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袁相对统一了养老保险

管理体制曰 二是养老保险全面走向社会化和去单位

化袁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养老体系尧筹资渠

道多元化尧管理服务社会化成为改革旧的养老保险和

建设新的养老保险的明确目标曰三是超越了片面为国

有企业改革配套和单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观念袁开始

将养老保险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来建设遥 总

的来说袁省级统筹的推进和完善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夯实了基础袁为全国统筹提供了经验支持袁但是推进

效果明显滞后尧不甚理想袁说明了养老保险统筹层次

的提高绝非易事袁 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袁打

破阻碍袁奋力推进方得以实现遥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

改革力度非常大袁政府与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广泛的关

注遥 虽然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推进有较大的阻碍袁但

是相对于之前的改革进程而言袁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

推进依然是循序渐进的袁在这个改革过程中逐步地化

解了各方压力袁有不足袁但是更有成就袁总之袁一切的

政策沿革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遥

五尧全国统筹发展新阶段渊2010 年 10 月

至今冤

(一)全国统筹发展新阶段政策萌芽

事实上袁最早在 20世纪 90年代袁就已经有相关

研究对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问题进行了展望遥 对基本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最早的官方表述是在 2003年的 叶中

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曳袁 指出了全国统筹指的是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的

全国统筹袁其实质是养老保险基金收归中央袁由中央

统一收取和统一支配遥

2005年以后袁学术界对全国统筹相关问题的研究

更为热烈袁推进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逐步赢得了更

大范围的共识遥 在这之后袁部分省份养老保险省级统

筹的有效实现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袁并且积累了经验遥

(二)全国统筹发展新阶段政策沿革

2010年叶社会保险法曳中第六十四条规定袁我国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要逐步实行全国统筹遥 这意味着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开始正式成为一项政策目标袁养老保险

全国统筹发展新阶段正式开始遥2010年则明确要求在

野十二五冶期间野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冶遥

2015年 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说明了要实现

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遥 2017年叶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曳对进一步完善省级统筹制度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通知遥 2017年 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

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冶遥

2018年 7月 1日起实施的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是全国统筹的过渡性手段袁中央调剂比例 2018

年为 3%袁到 201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 3.5%袁中央调

剂制度的实行有效的减少了政府的财政风险袁为制度

的终极目标即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遥

(三)全国统筹发展新阶段政策述评

在这一阶段袁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讨论由最开始

的部分学者主张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逐渐走向

了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袁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政策变

化遥 关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直接采用基金全国范围

内统收统支的方式得以实现袁抑或是采用中央调剂的

方式得以实现袁两种争论也最终有了答案遥 根据最新

动态袁 我国采用了中央调剂制度化解地方的利益冲

突袁以实现稳步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袁并且中央调

剂比例会逐渐稳步上调袁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全国

统筹得以实现的这一趋势非常明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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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7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endowment insurance has experienced a tortu鄄
ous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re are certain mistakes and deficiencies, relatively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on the who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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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尧结语

总的来说袁虽然我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经历多次

变迁袁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袁甚至是屡有挫折袁但是也

有巨大的成就袁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政策经验和

政策启示遥 例如袁中国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改革必须

坚持循序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休克式的改革袁以避免

社会发生不必要的动荡遥 并且要在省级统筹的经验基

础上认清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难点袁协调各

级统筹之间的关系袁 以实现向全国统筹的平稳过渡遥

此外袁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政策宣传工作也丝毫不能

松懈曰完善省级统筹和推行全国统筹可以继续并举推

进遥

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践过程中袁要注意以下

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得以顺利实现的具体措施院

第一袁坚持平稳地上调中央调剂比例袁为全国统

筹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袁从而尽可能地推动全

国统筹得以顺利实现遥

第二袁建立垂直经办管理体制袁不断完善国税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袁从而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税务

部门征缴的落实袁这可以为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全国

统筹奠定制度基础遥 [6]

第三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袁中央要充分

发挥协调作用袁总揽大局袁为全国统筹总体目标的实

现化解阻力袁地方省份则要扮演好执行者的角色袁负

责养老保险具体事务袁不折不扣的完成中央的布局遥

总之袁中央与地方要各司其职袁合理划分权责袁增强责

任意识遥

第四袁采用健全基金投资机制多种方式促进保值

增值袁要始终保持基金理性稳健投资袁拓宽投资渠道袁

基金投资要坚持做到不要野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冶遥

此外袁划转部分国有资产用于充实社保基金袁从而为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终极目标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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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放宽了对堕胎的

禁令袁爱尔兰在 2018年举行公投推翻了已实行 35年

的堕胎禁令袁 韩国宪法法院于 2019年 4月裁定废除

长达 66年的堕胎禁令遥 美国虽然在 1973年就将堕胎

合法化袁但反对堕胎的声音不绝于耳袁今年更是兴起

一阵对堕胎实行法律限制的浪潮遥美国阿拉巴马州在

5月通过一项严苛的堕胎禁令袁 该法案禁止女性在怀

孕的任何阶段堕胎袁即使是被强奸和乱伦所致的怀孕

也不准堕胎袁且任何帮助女性堕胎的医生都将面临高

达 99年的监禁遥 之后由共和党控制的很多立法机构

都通过了和阿拉巴马州同样武断的堕胎禁令袁比如乔

治亚州尧肯塔基州通过了叶心跳法案曳渊Heartbeat Bill冤袁

禁止孕妇在检测到胎儿心跳后堕胎袁即禁止妊娠六周

后堕胎袁因为那时已可以检测到胎儿心跳遥

美国对堕胎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袁生命派和选择

派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袁使之从原本只是医学问题

变成一个包括医学尧宗教尧政治尧道德伦理等因素的复

杂问题遥 堕胎问题涉及的主体主要是孕妇和胎儿袁生

命派和选择派也主要是围绕女性的生育权和胎儿的

生命权来进行争论遥 堕胎问题背后牵涉伦理道德尧宗

教尧国家政策等问题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袁并不单

单是法律问题遥 堕胎背后的法律问题主要是人格权保

护问题袁即生育权和生命权这两种人格权的较量袁如

何才能更合理地保障这两种人格权袁尤其当具体人格

权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袁如何进行价值平衡和保障人

格权显得尤其重要遥

因宗教尧政治制度等原因袁堕胎问题在我国不会

引起巨大的社会分歧遥 我国堕胎问题的分歧主要是我

国计划生育义务与公民生育权之间如何权衡袁一般不

涉及胎儿的生命权和妇女的生育权之间的权衡遥 有人

提出我国又不限制堕胎袁谈女性生育权保护貌似多此

一举了遥事实果真如此钥不限制堕胎袁我国女性的生育

权就得到极大的保护了钥 在生育问题上我国多为义务

性规定袁并不能称为一项权利袁所以对女性的生育权

保护仍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遥 此外袁我国虽然对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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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关于堕胎的相关法律袁切实保护堕胎背后的女性生育权和胎儿的利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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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问题未形成女性生育权与胎儿生命权之间激烈的

伦理道德较量袁但已对胎儿的利益保护给予越来越多

的重视遥 对胎儿的利益保护袁尤其生命权的保护袁对改

变目前随意堕胎以及漠视尧不尊重生命的现象也起到

重要作用遥

关于堕胎问题袁美国在长期的争论中形成不少有

益观点遥 因此本文对美国关于堕胎争论的发展情况进

行梳理袁 挖掘生命派和选择派支撑己方观点的理由袁

从而分析当生命权和生育权这两种人格权存在冲突

时袁美国是如何进行价值衡量进而保护人格权的遥 放

眼世界袁回归本土袁分析美国的堕胎问题袁是为了吸取

经验教训袁结合我国的国情袁完善我国关于堕胎的相

关法律袁完善我国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遥

二尧生命派和选择派的较量

渊一冤美国堕胎立法的历史脉络

美国在 19世纪初时还没有限制堕胎的法律遥 到

19世纪 20年代以后各州才相继制定了禁止堕胎的法

律袁 因为当时医疗技术并不发达且卫生水平也很低袁

导致女性因堕胎而死亡的概率较高遥 为了降低女性因

堕胎的死亡率袁也出于道德伦理尧宗教等因素袁美国开

始出台堕胎禁令袁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通过堕胎禁令

的州遥 在接下来的 50多年袁除了肯塔基州以外袁其他

州都制定了反堕胎法袁规定堕胎是一种重罪袁只有在

为了挽救女性生命时才可堕胎遥 到了 19 世纪 70 年

代袁因为医疗水平的提高袁女性因堕胎的死亡率大大

下降袁当初为了保护女性的生命尧健康而制定的反堕

胎法遭到质疑遥 此外袁性解放运动和避孕药的普及袁因

意外怀孕而堕胎的人越来越多袁 但因各州禁止堕胎袁

致使女性不得不在卫生条件恶劣的野黑诊所冶进行非

法堕胎袁这又导致女性的堕胎死亡升高率袁与法律所

要保护的女性法益的目的背道而驰遥 随着女权主义运

动的发展袁女性追求更加平等尧自由的法律地位袁而生

育自由是女性法律地位提高的重要体现袁堕胎禁令限

制女性的生育自由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遥 但当时对

堕胎的争议主要是在医学上袁并未上升到伦理道德和

政治民主的高度遥

1973年的野罗伊诉韦德案冶袁是美国堕胎问题争议

中标志性案件遥 当事人诺玛麦科威是德克萨斯州人袁

21岁没有正式工作袁离婚后没有抚养能力便将女儿交

由其父母抚养袁 不幸的是此时她因被强奸而怀孕袁这

使她境地更加糟糕袁便想要堕胎遥 然而德克萨斯州法

律规定除非为了挽救母亲生命并且由医生建议堕胎

才可以堕胎袁于是她化名罗伊指控德克萨斯州的法律

违背宪法遥 最终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袁认为德克萨

斯州的堕胎禁令违反了宪法袁宪法第九尧第十四修正

案的隐私权应涵盖女性生育自由袁确立了女性堕胎的

宪法权利遥 野罗伊案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袁人们对堕

胎问题的分歧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袁即支持妇女享有

堕胎权的野选择权冶派和反对妇女享有堕胎权的野生命

权冶派袁针对生命始于何时尧女性是否享有堕胎自由展

开激烈讨论遥20世纪 70年代之后相继出现了支持野生

命派冶的野阿克伦案冶野韦伯斯特案冶袁支持野选择派冶的

野凯西案冶野马德森案冶[1]遥 堕胎也成为美国两党竞争时

不可回避的议题袁比如里根尧布什父子坚决反对堕胎袁

克林顿尧奥巴马则坚定支持堕胎袁他们上台后都出台

了相应政策遥 一般来说民主党偏向选择派袁共和党偏

向生命派遥 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袁法案须经参议院和

众议院同意袁由国会制定联邦法律袁国会便成为两派

争论的主战场遥 因美国各党派的政治力量加入袁使得

堕胎问题在美国由简单的医学问题上升到政治民主

的高度遥争论愈演愈烈袁2016的野妇女保健诊所诉科尔

案冶[2]袁到今年禁止堕胎浪潮袁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议分

歧还将继续遥

渊二冤生命派与选择派的争论论点

关于堕胎问题袁生命派与选择派围绕着生命始于

何时尧 胎儿是否有生命权及是否为法律关系主体尧女

性是否享有生育自由权尧生育权是否为宪法规定的基

本权利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遥 人的想法是会发生改变

的袁两大派别中的一些人在争论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加入到对方阵营袁有代表性的就是罗伊成了生命派的

拥护者袁而韦德转而认为女性应当享有生育自主决定

权遥 很多事物都具有多面性与复杂性袁而不是简单的

对与错之分遥 兼听则明袁偏听则暗袁辩证看待双方争论

点袁有助于我们了解事物本质遥

1.生命派的主要观点

支持生命派的主要是天主教徒尧新教右翼遥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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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认为生命始于受孕袁 因此胎儿拥有基本的生存权

利袁允许堕胎就是允许谋杀遥 随意堕胎就如同随意杀

人袁违背了基督教教义袁是一种犯罪行为遥 生命派也尊

重女性的生命权和隐私权袁认为在对妇女生命造成威

胁的时候袁堕胎具一定的正当性袁但没有明确说明正

当性袁也未说明胎儿与妇女生命健康发生冲突时如何

解决遥 天主教还受叶圣经曳的影响袁认为人是由上帝创

造的袁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遥 一些极端的生命

派认为即使在强奸尧乱伦尧胎儿有残疾的情况下也不

可以堕胎袁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袁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袁一切都由上帝决定遥 同时他们认为性交和生

育是上帝赋予的权利袁性交只是一种生育行为袁避孕

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罪恶遥 天主教是美国最大的教会

组织袁拥有众多教徒袁随着天主教实力不断扩大袁其主

张的观点也广泛影响着美国社会袁使得美国反堕胎浪

潮不断遥

此外袁传统秩序和传统价值的维护者认为袁虽然

在妇女生命健康遭受威胁时堕胎具有正当性袁但是很

多妇女选择堕胎并不是基于自己的生命健康袁而是不

想承担怀孕后带来的一系列负担责任遥 他们认为繁衍

对人类延续至关重要袁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袁允许妇

女自由堕胎相当于打断了人类正常的繁衍过程遥 如果

法律允许妇女堕胎袁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袁社会价

值观尧道德观的沦丧袁影响人类的生存繁衍遥 如果堕胎

合法化了袁 社会很可能形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袁而

青少年的人生观尧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袁极易受到社

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袁 一旦青少年形成放任自己的行

为尧推卸责任的处事态度袁将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文明

倒退袁严重影响社会秩序遥 生命派还用洛克的天赋人

权思想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袁认为在自然状态下袁人人

生而平等袁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袁生命权是最基

本的权利袁 任何与生命相抗衡的权利是不应当存在

的遥 堕胎就是剥夺了胎儿的生命权袁侵害了胎儿的基

本权利袁与自由尧民主尧平等的思想相悖遥

2.选择派的主要观点

支持选择派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者尧 女权主义者尧

新教主流派遥 选择派认为生命不是始于受孕袁而是受

孕后的一段时间遥 野人冶应该指的是出生之后袁胎儿未

出生之前不能算是人袁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野人冶不包

括未出生的胎儿遥 也就是说法律上袁未出生的胎儿不

是法律主体袁不享有法律权利遥 选择派也拿洛克的天

赋人权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袁他们认为人人生而平

等袁人的基本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袁生育自由权是

最根本的人权之一袁妇女只有在能自主决定是否生育

时才享有完整的生育权袁 胎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人袁因此不应为了保护所谓的人的利益而牺牲妇女的

生育自由权遥 杰弗逊编写的叶独立宣言曳更加详细的阐

述了洛克的思想袁他指出院野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

而喻的院人人生而平等袁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

夺的权利袁其中包括生命权尧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

利[3]遥 冶选择派认为堕胎自由是妇女生育自由权应包含

的内容袁也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隐私权应包含

的内容袁堕胎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私密的事情袁应当

受到隐私权的保护遥

选择派有一个有力论证袁即茱迪丝窑汤姆森 ( Judith

Jarvis Thomson) 在其论文叶为堕胎辩护曳渊A Defense of

Abortion冤中所做的小提琴手思想实验[4]遥 有一个小提

琴手患有肾病袁需要与他血型匹配的人袁将两人的肾

通过医疗设备连接袁通过血液传送药物袁只需九个月

他就会康复袁到时就可以断开连接袁而你因与小提琴

手血型相匹配袁 被音乐爱好者绑架并将你们连接上袁

此时如果你断开连接他就会死亡遥 但是你必须同意这

样做吗钥 或许有人认为牺牲九个月的自由换取一条生

命是值得的遥 那如果不是九个月袁而是九年或者余生

呢钥 汤姆森认为院野生命权是很重要袁但是有生命权不

能代表有权任意使用别人的身体袁即使这个人需要借

此维持生命[5]遥 冶回到堕胎问题袁妇女作为自己身体的

主人袁在违背自己的意愿怀孕时袁应该享有自卫权将

野入侵者冶胎儿驱逐以保护自己的安全遥 只有在妇女自

愿怀孕时袁妇女才需要对胎儿负责遥 正如女权主义者

玛格丽特窑桑格所说院野没有权利支配自己身体的女

人袁不能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曰直到女人有权利自觉地

选择是否做母亲袁她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人[6]遥 冶

此外沃伦渊Warren冤在 1973年发表的文章叶堕胎的道

德与法律地位 曳 渊On the Moral and Legal Status of

Abortion冤也强有力支撑了选择派的观点遥 沃伦总结出

人应该具备五种特性院意识尧推理能力尧自我激发的活

动尧沟通能力尧自我觉醒或自我观念[1]袁进而得出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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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以上特征袁胎儿不是人袁不享有人的基本权利袁

也不体现道德价值遥 既然胎儿非人袁牺牲人的价值保

护一个非人的价值似乎有悖常理遥 即使承认胎儿有生

命权袁堕胎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允许的袁如果为了保护

胎儿袁而不顾妇女对身体的自主决定权袁那么这个社

会也将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遥

渊三冤两派争议的启示

审慎分析在野罗伊案冶中及其案后生命派与选择

派的争论点袁 双方思想的碰撞给人许多有益的启示遥

其实只要不是各方的极端支持者袁双方的观点并不存

在巨大的无法跨越的鸿沟遥 不管生命派还是选择派都

承认胎儿的利益和妇女的权益都需要保护袁只是在存

在冲突时袁双方侧重保护的不同罢了遥 野罗伊案冶之后袁

虽然两派之间激烈争论不断袁但该案确立的思想一直

未被推翻遥 野罗伊案冶以隐私权保护妇女的生育自由袁

确立妇女生育自由权的宪法地位遥 虽不承认胎儿为

人袁但认为胎儿的利益也需要被保护遥 因此联邦法院

将怀孕划分为 3个阶段袁在怀孕前 3个月可以自由堕

胎曰3个月之后袁基于保护妇女的生命健康袁可以对堕

胎进行限制曰7个月之后袁 胎儿脱离母体可以存活袁为

潜在生命的合法权益可以禁止堕胎袁除非为保护妇女

的生命健康[7]遥 联邦法院在 3个阶段给予妇女生育自

由不同程度的限制袁 为两种权利留下了一定空间袁即

保障了妇女的权益袁也关注到了胎儿的利益袁兼顾法

律尧道德伦理袁符合法律利益也符合道德利益袁这种判

决思想应该存续下去遥 之后的野韦伯斯特案冶野凯西案冶

等一系列案件不是对野罗伊案冶的否定袁而是在野罗伊

案冶框架内的动态调整袁野凯西案冶确定的不当负担原

则仅是对妇女权利限制措施的合理性审查标准采取

不同口径而已[8]遥总之袁野罗伊案冶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

来解决权利冲突问题袁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遥

三尧堕胎背后的人格权保护问题

各国因政治背景尧宗教文化不同袁对堕胎立法也

有所不同遥 一般来说袁在人口稀少袁人口老年化严重的

国家袁政府通常是鼓励多生而限制堕胎的袁比如在俄

罗斯会奖励多生家庭袁 并为他们颁发父母荣誉勋章遥

在人口密集的国家袁政府通常是限制生育袁将堕胎作

为实行计划生育的一种手段袁但公民往往倾向于生更

多孩子遥 国外的立法尧司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袁但

不可生搬硬套袁需要结合本国具体国情袁灵活地本土

化遥

渊一冤我国堕胎背后的人格权保护存在缺失

在建国初期袁我国因战争而人口骤减袁因此国家

是鼓励生育和限制避孕的袁 并且严厉打击堕胎遥 在

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发现人口增长过快袁节

制生育的观点被提出曰 从 1973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计划生育袁1980 年到 1984 年形成野全面推行一

胎冶的人口紧缩政策[9]遥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

显袁因此国家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遥 政策总是根据

国家的具体国情不断变化调整的遥 因文化尧国情等因

素袁在我国关于堕胎问题讳莫如深袁极少法条涉及遥 我

国的生育制度呈现出一定的 野工具主义冶野唯理主义冶

观念之色彩袁虽然该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了显

著的效果袁但也形成了矮化生育权利尧强调经济与社

会发展之宏观目标优越于个人生育自由的固有逻辑袁

这显然不利于我国生育制度的法治化[10]遥 堕胎只被当

成是控制人口的一种手段袁 一件平常而自然的事袁人

们没有注意到堕胎侵犯了胎儿的利益袁忽视了尊重生

命尧敬畏生命的基本价值袁更未去深究其背后引发的

人格权保护问题遥

无论国体政体存在多大差异袁堕胎都是一国无法

回避的法律问题遥 相对于国外为保障胎儿生命权尧为

权衡妇女权益和胎儿利益袁经过大量理论论证袁并专

门立法袁我国在立法上相关条文规定极少袁在理论上

的论证也较为欠缺遥 我国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

划生育的义务袁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曳规定公民有生育

的权利和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遥 叶妇女权益保障法曳规

定院野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袁也有

不生育的自由遥 冶叶母婴保健法曳规定胎儿患有严重遗

传疾病尧 严重缺陷尧 危及妇女生命健康的可以堕胎遥

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曳 规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

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遥 通过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堕

胎问题持宽容态度袁只禁止性别选择性的堕胎袁并且

在生育问题上多为义务性规定袁妇女的生育权并未得

到很好的保障遥 堕胎虽然自由袁但是生育权的观念在

中国并未真正确立遥 对于胎儿利益保护袁因为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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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袁胎儿还未出生不

能成为民事主体袁不享有民事权利袁民法总则仅规定

涉及继承尧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袁将胎儿视为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遥 然而因为胎儿不是野人冶袁使得实

践中大量侵犯胎儿利益的案件无法可依袁给司法适用

带来困难遥 可见我国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还需增强袁对

于胎儿来说袁不仅其未来的利益需要保护袁某些现实

的利益也需要保护[11]遥

渊二冤增强堕胎背后的人格权保护

关于堕胎的问题袁有学者指出叶生育法曳实施之

后袁法律上反而对堕胎行为加以认同袁甚至有积极推

动堕胎意味[12]遥 笔者认为袁对于堕胎问题须采取谨慎

态度袁不可放任也不可强制袁规定操作性强的法律袁

并引导人们树立尊重生命尧尊重女性的观念袁才有利

于堕胎问题的解决袁更好保障公民的人格权遥

1.明确生育权和胎儿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

我国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袁

似乎并未规定生育权遥 按有义务必然有权利来说袁似

乎也只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遥 宪法第 33条规定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袁 宪法第 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袁这一规定为宪法上人格

权的确立提供了规范依据遥 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生育

权袁但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袁应该是不证自明的遥

将法定化狭隘的理解成须有明确字样的规定袁这无疑

是取消了法律解释的存在袁一般人格权的作用既然是

保护未列举的人格权袁其内容注定是向未来开放的[13]遥

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袁包括平等尧自由等方面袁并

且对妇女尧儿童等弱势群体予以特殊保护遥 宪法虽然

未明确规定生育权袁但不表示不保护遥 在美国袁将生育

权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畴遥 但我国隐私权受到野隐冶与

野私冶的限制袁与美国充任野一般人格权冶功能的隐私权

存有巨大差别[14]遥 在我国袁隐私权与生育权是并列关

系袁都属于人格权袁不宜将生育权纳入隐私权范畴遥 我

国对女性生育权缺乏法律保护袁要想真正提高女性生

育权的地位袁必须赋予其宪法的地位袁而作为人权内

容的生育权袁赋予其宪法地位也是理所当然的[15]遥在宪

法上确立生育自由权作为基本人权保护袁可以更好保

护女性的生育权袁但修宪程序严格不易达成遥 那要在

宪法层面上保护未明确规定的权利袁 还有什么途径钥

一般有两种做法袁第一是通过宪法解释在明示的权利

中加以引申和扩张袁使其能涵盖新的权利曰第二是通

过宪法野未列举权利冶条款进行保护[16]遥比如宪法第 37

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袁人身自由广义来说包

括身体和行为的自由袁那生育自由是妇女生育与不生

育的行为自由袁可以纳入宪法第 37条来保护遥 但我国

宪法不作为审判的直接依据袁因此对生育权的保障还

是应规定在民法中袁 规定在人格权编遥 叶民法总则曳第

109条规定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受法律保护袁 可以起到一

般人格权的作用袁与宪法的第 38条衔接袁在民法规范中

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格尊严保护[17]遥 在民法中具体规定

生育权的定义尧行使的条件尧受到侵害的救济等遥

胎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袁但因其有发展成人的

潜力袁也不可忽视其权益遥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袁暂时

还不宜去纠结胎儿的宪法法律地位袁也不必过多考虑

胎儿的刑事法律保护袁而应先重点关注胎儿的民事法

律保护袁关注对叶民法总则曳规定的关于保护胎儿利益

的规定的解释[18]遥叶民法总则曳规定胎儿在继承尧接受赠

与等视为出生袁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袁那以后是否可以

扩大到其他情形呢钥 拥有生命是拥有各种权力的前

提袁随意堕胎在我国法律上虽然还称不上侵犯胎儿的

生命权袁但保障胎儿的权益袁给予其发展成人的条件袁

是法治社会应有之义遥 所以民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应

规定得更为具体尧详细遥

因为堕胎问题牵涉妇女和胎儿两方的权益袁法律

制定时必须考虑到当发生权利冲突时应进行利益衡

量遥 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袁但生育对整个人类的繁衍

和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袁所以生育自由不应完全不

受法律的限制袁但对生育的限制以不逾越人性为最低

限度遥 当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袁应当允许堕胎袁显然

母亲的价值是大于胎儿的价值袁如果法律不保护现存

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袁而去保护未来潜在的生命袁则有

本末倒置之嫌遥 对此袁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袁对妇女在

怀孕期间的堕胎自由予以不同的限制袁同时给予法官

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袁 避免生搬硬套法条造成案件的不

公遥

2.树立保护女性和尊重生命的观念

我国对堕胎并未严格限制袁女性享有堕胎自由袁

但生育权观念在我国并未真正确立遥 不管国内还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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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袁尽管倡导自由民主尧男女平等袁女性的地位还是长

期遭到贬低袁女性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遥 几千年的

封建统治袁父权夫权仍影响着很多人的观念袁认为女

性只能服从袁女性最大的作用就是传宗接代袁好像女

性只是生育的工具遥 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袁并且人

只能被作为目的而不能被视为手段[19]遥 女性想要提高

自己的地位袁在经济上独立尧事业上成功尧平等参与国

家各种社会事务袁确实享有生育权是极为重要的遥 生

育权是人之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袁乃是一种普遍

的尧固有的尧不可转让的权利[20]遥生育权是人格权袁而人

格权是以主体依法固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袁 以维护

和实现人格平等尧人格尊严尧人身自由为目标的权利[21]遥

如果女性不能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是否生育袁那

她就沦为实现生育的一种手段袁就不享有完整意义上

的人格权遥堕胎自由属于生育权自由的内容袁女性决定

堕胎无论理由是否正当都是其行使生育权的表现[22]遥

如果要求女性必须提供正当理由才能堕胎袁那么很大

程度上消解了生育权[23]遥 用法律来强迫女性做母亲是

非人道的袁 被迫生育影响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袁使

其生活和未来蒙上一层阴影遥 在一些案例中袁还涉及

因强奸尧乱伦尧婚外情怀孕的女性袁以及青少年偷食禁

果导致的未婚先孕袁单亲母亲的情形袁往往关系到个

人耻辱遥 在中国生养一个非婚生子女往往是困难的袁

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袁 更主要的是人们观念上的排

斥遥 比如因被强奸而怀孕的受害者袁得到的不是同情

而是嘲笑讥讽遥 而在美国袁因性更为开放袁未婚尧单亲

父母很多袁受到的舆论压力要小很多遥 因此我国目前

对堕胎持较为宽容的态度是可取的袁但应树立女性生

育权的观念袁确实的保障女性生育权袁而不是避而不

谈放任之遥

当前因早恋及婚前性行为导致的恣意堕胎已见

怪不怪袁但无可否认袁堕胎手术与其他手术不可相提

并论袁它关乎到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遥 很多时候选择

堕胎并不是因为挽救妇女的生命袁也不是因为胎儿患

有严重疾病袁只是为了甩掉包袱或者其他理由遥 当然

女性享有生育权袁并不必须为堕胎提供正当的理由遥

但如果允许毫无顾忌的堕胎必将导致社会对性的放

纵袁对生命的漠视尧不尊重袁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都下

降遥 所以有必要在观念上纠正随意堕胎的态度袁不把

堕胎当儿戏袁树立尊重生命尧敬畏生命的观念袁更加谨

慎的对待堕胎遥 胎儿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袁但胎儿

具有发展成人的潜力袁法律有义务保护胚胎的利益遥

正如德沃金认为院野虽然胚胎不是宪法人袁但是在我们

的文化中袁它是一个具有相当大的道德和情感的重要

实体噎噎在一个政治社会里袁如果堕胎已经成了一个

不足为奇尧与伦理不相关的事情袁就像做一个阑尾炎

手术一样袁 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一个更为冷酷无情尧

麻木不仁的危险社会[24]遥 冶对胎儿的生命给予尊重袁有

利于树立对野人冶的生命的尊重和对道德风气的建设袁

而尊重尧敬畏生命也是文明社会的价值基础遥

四尧结语

如果完全禁止堕胎袁为此付出代价的主要是女

性袁她们会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害怕而无法去堕胎合法

的地方袁最终可能会选择喝酒尧吸毒或其他更糟的方

式来自行堕胎遥 但同时也会让这些不被欢迎的胎儿付

出代价袁因为不受欢迎出生的孩子袁他们很可能会遭

受各种困难挫折袁经历一个悲惨人生遥 法律赋予这些

胎儿来到这世界的敲门砖袁那他们出生之后袁法律又

打算怎样保障他们的权益呢钥 所以对堕胎问题不能完

全放任不管袁也不可完全禁止袁极端的做法不但解决

不了问题袁反而会导致严重后果遥

讨论美国的堕胎问题袁是希望能从他国得到经验

教训袁完善我国关于生育尧堕胎的制度规定遥 通过这项

问题研究袁认识到我国人格权保护还存在问题袁对女

性生育权和胎儿生命权不够重视遥 为加强对人格权的

保护袁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遥 生育权以及生

命权作为重要的人格权应该得到重视遥 在立法上袁完

善生育权以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袁唤起社会对女性

生育权的尊重尧对生命的尊重遥 对堕胎问题需慎之又

慎袁不可一刀切遥 当生育权和生命权发生冲突时袁要结

合具体案情袁分阶段的关注双方利益价值袁灵活地进

行利益衡量选择最佳解决方案遥 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

了妇女的生育自由权又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遥 强调对

妇女胎儿等弱势群体的保护袁是为了实现实质正义[25]遥

只有尊重生命尧尊重人性袁保障公民的人格权袁社会才

能文明和谐地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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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 Enlightenment from American Abortion

CHEN Shuting
(School of Law,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6)

Abstract院The attitude towards abortion is influenced by a country's political, economic, religious and other factors. The domestic views
on abortion have been divided and intensified, but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female reproductive rights established in the Roy case has

not been overthrown. In order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female's righ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fetus, the United States divides

the cycle of pregnancy and imposes different restrictions on female abortion. China has a laissez-faire attitude towards abortion, and wom鄄

en have the right to free abortion. However, female's reproductive rights have not been truly established,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鄄

ests of the fetus is also lacking. Combining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drawing on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such as changing the laissez-faire of abortion in China in legislation and concept,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aws on abortion in China, and effectively protecting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fetus behind abortion.

Key words: abortion; right to life; reproductive rights; personali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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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袁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大众生活带来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袁在提供便利生活的同时袁也带来了品牌

新生态的形成袁引发了新一轮的品牌革命遥 野互联网+冶

时代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藩篱袁拓展了全社会沟通活

动的空间袁变革了人们的消费模式 [1]遥 伴随着野互联

网+冶的不断发展袁品牌的应用模式也一直在更迭遥 传

统的野靶子论冶或追求单向曝光的洗脑式传播方式早

已过时袁用户更加追求视觉上的享受及情感价值的碰

撞袁用户购买已从需要转为热爱袁由理性趋向感性遥

在这样的时代特征下袁如何寻找更有效尧更系统

的方法和路径推动品牌建设与进阶是当前面临的一

项重要课题遥

一尧野互联网+冶时代品牌 IP化的现象

渊一冤什么是品牌 IP化钥

IP的原生英文单词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袁 也就

是知识产权遥 IP的原点可以是一个人尧一部电影尧一个

游戏尧一本小说等等袁延伸方式具有无限可能袁例如文

字尧图片尧音频尧视频尧游戏等等遥 2015年袁被认为是中

国 IP概念元年袁IP概念开始被普遍运用袁并逐步从文

学创作领域衍生到电影尧漫画尧戏剧等袁现如今已广泛

运用在互联网品牌领域遥

品牌的英文单词 Brand袁源自古挪威文 Brandr袁意

思是野烧灼冶遥 人们用这种方式来标记家畜等需要与其

他人相区别的私有财产遥 而早在原始时期袁手工艺匠

人在制作手作产品时会刻画一个标记来作为购买者

识别产品的符号遥 先秦典籍叶礼记窑月令曳篇中有野物勒

工名袁以考其诚冶的记载[2]袁说明古代就建立以物勒工

名为主体的质量责任体系和严格的标准化生产制度遥

到了现代袁品牌成为影响我们选择商品和服务的重要

因素遥互联网+技术尚未全面普及的时代袁品牌设计的

核心部分被认为由视觉识别系统渊VIS冤构成袁设计师

通过图文结合的视觉识别符号传递品牌的形象遥 企业

通过投入大量成本去各种渠道推广品牌形象袁比如灯

箱广告尧电视广告尧车体广告投入等袁以保持品牌曝光

度遥 但产出与回报通常无法成正比袁单一的输出式营

销成为品牌升级与进阶的壁垒遥

尽管品牌和 IP的初始概念不同袁但二者在野互联

网+冶时代有了更紧密的联系遥 凭空捏造的 IP形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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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品牌这块土壤的滋养和浸润袁 则无法生长和蕃

庑袁IP也只有基于品牌的产品和文化袁 才能演绎得如

鱼得水袁这样的 IP才不会脱离品牌遥品牌 IP化是一个

全新的品牌塑造方式和表达方式袁它是以情感连接为

导向的传播方式袁用人格化尧情感化的 IP形象和用户

沟通袁是一种更持久尧更优质的品牌传播升级模式遥

渊二冤品牌 IP化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袁 诸多互联网品牌开始探寻品牌 IP化

的应用模式遥 从 2016年开始袁国内各个企业的品牌设

计逐新趣异袁开创全新的设计模式袁他们打造符合品

牌的 IP 形象符号或者 IP family袁 比如江小白尧QQ

family尧MT family等袁用一些呆尧萌尧贱尧骚等个性鲜明

的形象吸引粉丝袁获得用户对品牌的好感度遥 在生活

中袁我们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卡通形象袁如日本熊本

市的 IP 形象吉祥物熊本熊 袁 韩国 IP 天团 Line

Friends尧MOLLY等袁这些可爱软萌的 IP被打造成各色

周边产品在店内零售袁 为品牌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遥

2019年全球 IP价值排行榜中袁 高居榜首的是大众所

熟知的叶精灵宝可梦曳遥 这个 IP集动漫尧游戏和各种周

边产品于一身袁甚至拍摄了真人版大电影[3]遥可以说无

论哪种形式都受到了极大追捧袁皮卡丘更是全世界最

著名的卡通形象之一遥

在信息大爆炸的野互联网+冶时代背景下袁品牌 IP

化的应用随处可见遥 既有品牌自创的卡通 IP形象袁也

有与艺术家联名的大众化潮玩 IP的产品遥 这些设计

精良的 IP形象为用户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袁 也为用

户开启全新的生活方式遥

二尧野互联网+冶时代品牌 IP化的应用价值

优势

渊一冤品牌 IP化可投射价值取向袁获得情感和精

神寄托

在颜值当道的时代袁IP以最直观的高颜值造型成

功占领消费者心智袁泡泡玛特可谓品牌 IP化的典型遥

其代理的 MOLLY卡通形象呆萌可爱袁 深受年轻人的

喜欢袁以野创造乐趣袁创造想象冶为理念袁致力于做一个

有温度的品牌袁向所有人传递美好袁让大家能够快乐

有趣的生活遥 MOLLY的 IP形象及泡泡玛特独特的盲

盒营销模式袁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遥 众多消费者因此野入

坑冶遥 无独有偶袁美图公司推出的卡通 IP形象野比心海

豹冶 得到了 MT family粉丝的喜爱和追捧渊如图 1所

示冤遥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袁官方发布的 20秒三维动画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其播放量就超过 10W袁 这款呆萌

的海豹形象造型为粉红色圆球形尧心形尾巴尧单边眉遥

设计初衷是在互联网+时代袁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袁

缓解年轻人的压力并给予鼓励遥作为忠诚可爱的野鼓励

型陪伴体冶袁野比心海豹冶IP给更多人温暖和力量遥

图 1 美图公司官方 IP品牌 MT family渊图片来自网络冤

Fig.1 Official IP brand of Meitu: MT family

(figure from the Internet)

传统的品牌设计单纯强调产品功能袁以垂直宣导

式传播为主遥 而品牌 IP化让传统品牌逐渐变得有温

度尧有人格灵魂尧更易于互动[4]遥 品牌通过 IP形象获得

更多受众的认可袁投射出价值取向袁身份认同和共鸣

感遥 用户通过不同的 IP形象寻求价值观和文化认同

感袁同时也获得情感和精神的寄托遥

渊二冤品牌 IP化可持续输出内容袁强化 IP与用户

的连接粘性

品牌 IP化不仅通过打造卡通萌宠形象袁 赋予其

人格化和价值观袁 获得用户喜爱和对品牌的好感度袁

同时可以成为一个高品质的内容源袁持续提供有价值

有意义的内容袁不断引发与用户的交流互动遥

Line的粉丝遍布世界各地袁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品

牌不断持续输出内容遥 2016年袁Line的招牌 IP形象

Brown和 Cony等萌表情包总共为 Line带来近 3亿美

元的收入遥 Line的表情包之所以这么能赚钱袁很大原

因也归功于其对野Line Friends冶这一 IP的成功打造遥

Line Friends由个性谨慎温和的 Brown尧 开朗活泼的

Cony尧单纯急性子的 Sally尧喜爱打扮的 Choco 等多位

形象各异的卡通角色组成袁每一个角色都有可爱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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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和鲜明的个性遥 为了加深这个 IP家族对粉丝的感

召力袁Line不断开发线下衍生品袁包括办公用品尧家居

用品和公仔等袁吸引了全球众多粉丝购买遥 拉动消费

的同时也增强了粉丝粘性 渊图 2为 LINE的线下体验

店冤遥

卡通 IP赋予品牌个性化的形象与精神价值袁能

与用户产生深度的沟通袁 品牌 IP化可成为超级内容

源袁持续制造并输出优质内容袁让用户产生更强的参

与感尧立场感袁增强品牌与用户的粉丝粘性遥

图 2 Line线下体验店渊图片来自网络冤

Fig.2 Offline experience store (figure from the Internet)

渊三冤品牌 IP化可跨越多平台袁拓展多元化的传

播渠道

野互联网+冶时代使品牌与用户之间架起无障碍沟

通的桥梁与纽带袁实现野线上+线下冶的实时互动模式袁

为品牌形象的建树和文化内涵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

撑遥 移动互联的技术赋能让我们从单向型传播方式转

向互动型传播生态遥 品牌方与用户不仅可以在线上分

享视频尧图文等内容袁也可以在线下参与快闪店尧主题

店等品牌活动遥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因此诞生了全新

多样化的传播平台袁 品牌 IP可以跨平台拓展多元化

的传播渠道遥

线上的交流互动诸如微信朋友圈尧微博尧公众号尧

网站等平台均是时下最热门最主流的传播媒介遥 漫威

的叶惊奇队长曳营销时发起的野女生节快乐冶活动袁以及

叶复联四曳上海盛典发起的抢票活动袁都借助不同线上

平台达到了品牌 IP影响力的最大化遥 除了大家熟知

的社交平台的品牌传播外袁 虚拟动漫形象直播成了

2019年的二次元领域新风口遥出品过众多动画番剧和

动画电影的叶米粒影业曳于 2019年推出了三个来自神

契的虚拟主播夏绫尧花仪和小希遥 三位动漫 IP已在 B

站做了数场直播袁最高弹幕数超过 5000条袁人气居高

不下遥 直播内容丰富袁集唱跳表演尧猜谜互动和小游戏

等遥

在过去中心化的品牌传播时代袁品牌属于漏斗式

营销袁用户多是被动洗脑式地接收讯息袁而野互联网+冶

时代为品牌 IP化提供了水平互动式的传播渠道遥 用

户可以随时随地协商尧沟通尧使用尧分享到多平台袁最

终实现品牌与用户之间对等的传播模式袁打通线上线

下的营销闭环遥

三尧野互联网+冶时代品牌 IP化的应用模式

创新

渊一冤运用卡通萌宠形象袁打造专属品牌 IP

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和品牌用户体验的增

强袁 近年来的品牌形象塑造已从单纯的图文 Logo趋

向于更具辨识度的卡通 IP形象遥 这些卡通形象多以

萌宠为主袁如天猫尧京东狗尧苏宁狮子等遥 野互联网+冶时

代承载着人的情感尧文化的 IP思维袁而萌宠形象的 IP

更能打动人心尧讲述故事尧产生共鸣袁给品牌带来更多

附加价值遥

天猫可谓专属品牌 IP打造的成功典范遥 野天猫冶

原名淘宝商城袁英文名 Tmall袁是阿里巴巴集团下的综

合购物网站遥2012年 1月 11日袁淘宝商城正式宣布更

名为 野天猫冶遥 在淘宝商城更名 2个月后的年度盛典

上袁天猫全新的品牌标识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遥 一改

此前以字体设计为主的 Logo风格袁 全新的天猫形象

是一个 Pose酷似英文字母野T冶的黑猫袁张开双臂漂在

天空袁极度贴合野天猫冶的品牌名称遥 天猫总裁张勇表

示袁新的形象意味着天猫网购拥有了自己独立尧完整

的品牌人格遥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王帅表示袁无

论用户心中天猫是什么样子袁 有这个 IP形象出现的

地方袁消费者便能享受到有品质的商品和便捷高质的

服务遥 王帅还表示袁此次选出的天猫形象和标识本身

就代表了互联网的开放精神遥 野天猫冶代表了时尚尧潮

流尧品质遥 这个全新的 IP形象在不仅在外观设计上贴

合野天猫冶的名字袁而且把 IP贯彻到了品牌延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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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用户体验中袁使用户快速建立品牌联想与品牌识

别袁并活化了品牌视觉体系遥 天猫 IP形象的应用无处

不在袁在 APP Logo上袁猫的造型进行了简化处理袁保

留最具代表性的猫头部分袁强化了品牌标识曰除此之

外袁每年天猫双十一的品牌 KV海报也少不了这只猫

的身影袁无论海报采用何种设计风格袁画面的视觉中

心始终突显天猫这个用户熟知的 IP形象遥 这只卡通

萌宠猫贯穿于所有线上 UI和线下体验店袁 带给用户

亲切感的同时也增强了粉丝粘性遥 渊天猫双 11海报如

图 3所示冤

图 3 天猫双十一海报渊图片来自网络冤

Fig.3 Tmall double 11 poster (figure from the Internet)

在消费升级与认知迭代的背景下袁用户不再单纯

追求产品的物质使用价值袁而是追求视觉享受和高品

质的生活方式等精神层面的价值遥 因此袁塑造一个卡

通形象袁将产品拟人化尧萌宠化袁赋予其人格化特性袁

投射价值取向袁树立价值观和文化内涵袁是品牌 IP化

应用模式的首选创新之路遥

渊二冤跨界融合袁构建联名品牌 IP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袁行业与行业的相互渗

透相互融会袁 跨界已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营销模

式遥 它代表一种新锐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方式的融合遥

品牌的跨界合作袁让原本毫不相干的元素袁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袁从而给品牌一种立体感和纵深感[5]遥

大白兔奶糖是上海冠生园出品的奶类糖果袁1959

年开始发售以来深受各地人民欢迎遥 招牌 Logo是一

只跳跃状的白兔袁形象深入民心袁是 80后童年的美好

回忆遥 野七颗大白兔奶糖等于一杯牛奶冶袁这是大白兔

奶糖曾经的广告语袁它陪伴了一代中国人的成长遥 伴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和市场竞争的愈发激烈袁

大白兔也赶上了跨界营销这班顺风车遥 近两年袁大白

兔奶糖与众多品牌玩起了跨界袁创意十足袁让人耳目

一新遥 2018年 9月袁大白兔与美加净联合推出了大白

兔润唇膏袁上线后 1秒即售罄[6]遥润唇膏在包装设计上

延续了大白兔奶糖的经典形象袁 成分中富含牛奶精

华袁闻起来有大白兔奶糖的经典甜香遥 让人忍不住想

咬一口浴 2019年 5月底袁大白兔和气味图书馆联名推

出香氛系列袁包括香水尧沐浴露尧身体乳尧护手霜以及

车载香氛等袁发售当天袁香水销量达 9607件袁沐浴露

销量则超过 10849件袁还因此再次登上热搜渊联名海

报如图 4所示冤遥 当 10岁的气味图书馆遇见 60岁的

大白兔袁产品一上线袁微博 #来点孩子气 ##大白兔香

水 #双话题纷纷冲入热搜榜前五袁而快乐童年香氛系

列也成为网友们的疯狂种草对象遥 2019年 7月袁大白

兔奶糖联合光明乳业推出大白兔奶糖风味牛奶袁打破

产品的季节限定袁赋予了品牌更多元的市场遥 大白兔

品牌运用创新思维调整市场定位袁通过跨界联名快速

实现品牌年轻化遥 凭借一己之力袁演绎了野从过气到网

红冶的崛起遥 曾经为大白兔设计野巨型冶包装的林盛表

示院野跨界对于大白兔而言袁是借势找回年轻人市场的

一种尝试遥 与年轻人喜爱的 IP元素和文化相结合袁通

过这一方式希望能够实现与年轻人的情感链接遥 冶作

为国货之光的大白兔不仅通过产品创新抢占年轻消

费者心智袁而且玩转联名跨界获得无数消费者的认可

和青睐遥

图 4 大白兔 *气味图书馆联名渊图片来自网络冤

Fig.4 Branding poster of White Rabbit * Scent Library

(figure from the Internet)

跨界融合的 IP营销模式创新袁 使品牌借助 IP实

现快速升级袁展示品牌人格多元魅力袁赋予品牌一种

反差萌袁借助 IP自带流量的特性袁实现品牌话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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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遥

渊三冤打通线上线下渠道袁拓展品牌产业链

拥有垄断性资源及自主知识产权的故宫博物院袁

在品牌 IP化开发上有着无人可及的绝对优势遥 原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要求故宫人遵循野以社会公众需

求为导向袁以前沿科技为依托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支

撑冶的原则开发文创产品袁让受众能够领略产品的文

化内涵袁全方位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袁真正让

产品携带文化基因尧倾注传统血脉[7]遥 如今袁故宫已成

为全球范围内年接待游客最多的博物馆遥

近年来袁 故宫文创团队大力开发适合互联网+时

代的数字文化产品袁并将野线上线下冶消费渠道全线打

通袁拓展和创新文创品牌发展模式遥 故宫文创团队研

发了故宫皇家猫的 APP与互动产品袁观众通过互联网

可以看到故宫猫立体生动地介绍故宫历史尧 故宫文

化尧文物特点等遥 故宫猫活泼有趣的形象吸引了不同

年龄层的消费者 5遥 2018年 11月袁以故宫为主题的综

艺节目叶上新了窑故宫曳袁邀请明星嘉宾走进故宫与专

家共同探寻故宫历史文化袁并与顶尖跨界设计师及高

校设计专业的学生袁联手打造文化创意衍生品袁该节

目不仅展现故宫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袁更以文化创意

为载体袁让年轻力量赋予故宫新生的文化活力遥 打造

野创新冶与野故宫冶相结合的 IP营销模式遥 此外袁天猫的

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于 2019年开启野天猫新文创冶

之野你好袁故宫冶项目袁在天猫首发紫禁服饰尧家居陈设

和故宫出版等系列 IP款产品遥 让消费者与宫中产品

零距离接触袁把故宫文创带回家遥 故宫文创团队深刻

挖掘故宫藏品蕴含的文化价值袁把故宫传统的文化元

素植入文创产品中袁让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时尚完美结

合袁 使更多的人通过文创产品来了解和喜爱故宫文

化遥 渊文创产品院六子夺嫡袁如图 5所示冤几年前这座富

有浓厚历史文化的古建筑袁单一地通过线下旅游的模

式进行文化传播袁如今借助互联网资源袁成功打造了

以文化赋能的超级 IP遥

拥有 600年历史的故宫袁曾经高高在上袁充满距

离感袁如今运用互联网数字技术打破与用户在距离与

心理上的隔阂袁 以跨媒介的形式连通线上线下渠道袁

拓宽了品牌的产业链袁依托互联网的社交传播和商业

落地资源袁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挖掘和一系

列文创产品的营销袁实现了百年 IP品牌的成功转型遥

图 5 故宫文创院六子夺嫡渊图片来自网络冤

Fig.5 Cultural creation of the Imperial Palace:Six sons seizing

the crown(figure from the Internet)

四尧结语

伴随野互联网+冶时代的全面到来袁传媒生态尧消费

模式和用户认知的更迭袁如何占领用户心智并持续产

生话题和效应袁品牌在传播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袁而 IP成为激活品牌的一剂良方遥 IP形象就如同

一个强有力的品牌符号袁使品牌形象获得聚焦而植入

人心袁更可以让品牌被快速识别尧占据心智遥 我们在深

入挖掘品牌 IP化市场应用价值的同时袁 也务必创新

品牌 IP化的应用模式遥 通过打造卡通萌宠 IP尧跨界打

造联名 IP以及跨平台拓展 IP营销等手段袁 多元化创

新品牌 IP化的应用模式遥 多管齐下袁品牌才能撬动市

场更大的想象空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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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P-based Brand in the Era of 野Internet plus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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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brand is constantly seeking better development and starting to create or optimize its image. IP

image has a unique advantage in brand communication, which not only enables users to quickly establish brand identity, but also has more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the "Internet plus" ente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growth, the IP way of creating "one fish eat

more" is deeply excavated, and brands are also constantly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IP. They not only use cartoon

cute image to create exclusive brand IP, but also make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build joint brand IP, even open up online and offline

channels, and expand brand industry chai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finition and expression of IP has been upgraded. IP-based brand be鄄

comes a trend of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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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袁人民的生活物质水

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袁然而由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

式带来的极大弊端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

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遥 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强调要野算大账尧算长远账尧算整体账尧算综合账冶袁

这个账就是生态环境保护袁而且明确指出野绝不能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冶袁 多次提

出野既要金山银山袁又要绿水青山冶尧野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冶袁 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需要协同并

进尧共同发展袁而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支出和经济发

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也引发众多学者探究遥

一尧文献综述

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一观念在

较早时候已成为学者共识遥 任以顺等[1]指出袁经济发展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前提袁更不能以损害未来的发展为

前提袁人与环境尧现在与未来应该是协调的袁发展经济

与保护环境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袁二者不仅是相互

依存的袁而且是可以相互促进发展的遥 苏明等[2]则在理

论上提供了公共财政政策对环境保护投入的支持袁以

及分析了财政环保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供了完

善环境保护公共财政政策的总体思路与建议遥

随着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的深入研究袁越

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与地

方经济之间的联系袁采用的研究方法尧选取的研究范

围也不尽相同遥

渊一冤从全国层面来研究

陈志勇等[3]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环境支出两

个交叉维度划分的标准类型袁 使用泰尔指数法对 31

个省份公共环境支出的非均衡性进行测度袁并提出进

一步优化制度环境尧推进地区协同共享治理模式等政

策启示遥姜楠[4]基于 200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袁

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政府环保财

政支出的经济和环境影响遥 结果表明袁地区环保支出

收稿日期院2020-03-08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渊FJ2018JDZ008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伟武(1993-)袁男袁汉族袁硕士研究生袁主要从

事财政学研究遥

福建省经济发展与节能环保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
要要要基于福建省 84个县市区面板数据

李伟武袁 梁新潮袁 胡志勇

渊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袁 福建 厦门 361021冤

摘 要院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袁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加严重袁如何做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袁而

经济发展和节能环保支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关系也愈发引人关注遥本文先运用图表分析福建省的节能环保支出现状袁

而后选取 2011-2018年福建省 84个县市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节能环保支出数据袁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渊PVAR冤袁运

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刻画了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和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动态关系遥分析结果发现院从短期

视角来看袁福建省经济发展增速水平上升促进了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增长袁而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增加对经济的发展增

速无明显影响作用曰从长期视角来看袁经济发展增速水平对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作用趋于稳定袁且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对

经济发展增速水平没有影响遥

关键词院PVAR曰经济发展曰节能环保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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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额和比例均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袁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袁地方政府越倾向为环保财政提供

更多的预算支持遥 沈炳盛[5]使用 2007-2015年全国 31

个省尧市尧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袁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袁研

究了财政支出中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节能环保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袁节能

环保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强到弱分别为院中

部尧东 部尧西部遥 朱建华等[6]通过协整尧误差修正模型

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方法袁深入分析了我国环保

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袁环保投资在长期

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遥 雷社平等[7]利用回归检验模

型袁 就我国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检验分

析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发挥着

一定的作用袁但不是主要的因素袁在一定的政策下环

保投资利用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增长遥

渊二冤从地方层面来研究

刘霁雯[8]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和非线性 STR模

型实证探讨环保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关系袁研究结

论表明院1冤上海环保投入和上海经济增长存在单方面

的因果关系曰2冤环保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

的正面影响袁但环保投入增加的速度越快拉动经济增

长的能力却越弱袁 这说明不能仅注重环保投入增量袁

更要加强环保投入绩效的评估遥 邵莉莉[9]利用回归检

验模型袁 以 2003-2008 年山西省 GDP和环保投资的

数据进行检验袁研究了山西省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对促进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作

用遥 王领等[10]基于上海 1991-2010年的环保投入与经

济发展的数据袁通过建立 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袁结

果显示袁 经济发展对环保投入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强袁

而环保投入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遥

张平淡等 [11]选取 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28 个地

级城市为样本袁通过构建 PVAR模型分析生态文明建

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袁研究发现袁生态文明

建设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遥

上述文献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层面综合分

析了环境保护支出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作用袁但有些研究方法未考虑到时间效应和地区效

应袁对福建省的研究也很少袁基于福建省县市区层面

的数据进行更加深入透彻的分析和研究更是凤毛麟

角遥

叶野十三五冶节能产业环保规划曳中提出袁到 2020

年袁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要占到 GDP的 3%左右[12]袁而

根据 2018年我国公布的节能环保支出占国家生产总

值(GDP)的比重只有 0.68%袁由此可见我国的环境保护

支出还远远不够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袁有必要就福建

省地方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是否匹配地方经济发展进

行细化分析遥

二尧福建省节能环保支出现状分析

福建省作为我国最早一批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

试点袁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生态文

明的前列袁这与它一直以来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

密不可分遥本章选取 2011-2018年福建省九地市的数

据为样本袁从节能环保支出总额和节能环保支出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两方面与全国省均水平比较袁并将福

建省九地市进行横向比较袁初步分析福建节能环保支

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尧优势与不足遥

渊一冤福建省总体节能环保支出现状

2011年福建省节能环保支出总额为 37.95亿元袁

到 2016年节能环保支出上涨到最高的 130.35亿元袁

上涨了 243.49个百分点袁 但在 2017年福建省节能环

保支出较往年出现小幅下降袁 在 2018年支出额又有

所回升遥其中袁2015年节能环保支出涨幅最大袁较往年

上涨了 54.7个百分点渊见图 1冤遥

图 1 2011-2018年福建省节能环保支出规模

数据来源院2012-2019年叶福建统计年鉴曳

Fig.1 Scal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in Fujian Province袁 20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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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分析了福建省和国家节能环保支出占地区

生产总值渊GDP冤的比重遥 福建省节能环保支出占福建

省生产的比重变化范围在 0.22%-0.46%之间袁相对于

国家节能环保支出占国家生产总值渊GDP冤的比重范

围 0.54%-0.7%低了许多袁 在 2016 年达到最大值

0.46%袁2011年所占比重最小 0.22%遥虽然国家的节能

环保支出占 GDP比重较小袁 但福建省节能环保支出

占 GDP比重却只有国家节能环保支出占 GDP比重数

额的一半左右袁 而国家节能环保支出占 GDP比重常

年未出现大的波动袁一直保持在 0.54%-0.7%之间袁在

2015年其占比达到最大值 0.70%遥

图 2 2011-2018年福建省尧国家节能环保支出占 GDP比重

Fig.2 Expendit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Fujian Province and national as

a proportion of GDP, 2011-2018

渊二冤福建九地市节能环保支出现状

从节能环保支出规模上看渊见表 1冤袁福建省九地

市从 2011年到 2018 年节能环保支出总体呈上升趋

势曰且相对于 2011年袁福州尧莆田尧厦门尧龙岩尧泉州尧

漳州尧宁德尧三明和南平在 2018年的节能环保支出总

额分别是 2011年的 2.94倍尧2.76倍尧5.17倍尧3.05倍尧

2.22倍尧4.38倍尧3.72倍尧2.36倍和 3.05倍袁 上涨幅度

最大的是厦门市袁最小的是泉州市遥从年均节能环保支

出上看袁厦门市年均支出最大为 20.40亿元袁莆田市年

均节能环保支出最小为 3.24亿元袁相差 17.16亿元遥

从节能环保支出占比上看渊见表 2冤袁福建省九地

市节能环保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总体上呈上涨

趋势袁只有莆田尧泉州以及南平市在 2018年占比比重

低于其年均占比袁其余市区均有上涨遥 从年均占比上

看袁 厦门市的节能环保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最

大袁 其值为 0.56%曰 泉州市所占比重最小袁 其值为

0.16%袁其余各市的均值聚集在 0.2%-0.5%之间遥

总体上来看袁福建省各地市年均节能环保支出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较为稳定袁 绝大部分变化范围在

0.2%-0.5%之间遥 其节能环保支出占比远低于国家平

均水平袁仅为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曰但同时袁国家统计

表 1 福建省九地市节能环保支出总额 单位院亿元

Tab.1 Total expenditur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9 cities of Fujian Province

2011 6.23 1.48 6.84 3.73 5.88 2.88 1.71 3.82 2.78
2012 6.58 1.97 10.08 5.80 5.78 5.62 2.12 0.37 2.79
2013 7.47 2.27 11.18 5.65 9.73 5.62 4.45 4.67 5.06
2014 13.33 2.91 5.53 6.20 12.13 6.50 3.51 5.10 4.57
2015 12.36 2.17 50.71 6.13 9.50 9.02 4.95 6.55 10.07
2016 19.75 5.71 21.74 9.67 9.92 7.81 5.02 6.31 9.84
2017 25.79 5.35 21.74 13.51 9.92 10.26 5.43 8.68 13.84
2018 18.28 4.08 35.40 11.36 13.05 12.61 6.35 9.03 8.50
年均 13.72 3.24 20.40 7.76 9.49 7.54 4.19 5.57 7.18

数据来源院2012-2019年叶福建统计年鉴曳

数据来源院2012-2019年叶福建统计年鉴曳计算得出遥

表 2 福建省九地市节能环保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单位院豫

Tab.2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as a proportion of GDP in 9 c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2011 0.17 0.14 0.27 0.30 0.14 0.16 0.18 0.32 0.31
2012 0.16 0.16 0.36 0.43 0.12 0.28 0.20 0.03 0.28
2013 0.16 0.17 0.37 0.38 0.19 0.25 0.36 0.32 0.46
2014 0.26 0.19 0.17 0.38 0.21 0.26 0.25 0.31 0.37
2015 0.22 0.13 1.46 0.35 0.15 0.33 0.33 0.38 0.75
2016 0.32 0.31 0.57 0.51 0.15 0.25 0.31 0.34 0.68
2017 0.36 0.26 0.50 0.63 0.13 0.29 0.31 0.41 0.85
2018 0.23 0.18 0.74 0.47 0.15 0.32 0.33 0.38 0.47
年均 0.23 0.19 0.56 0.43 0.16 0.27 0.28 0.31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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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2020年公布的数据表明袁 福建省以 4.23万亿元的

地区生产总值排在了全国前十的位置袁福建省节能环

保支出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统一遥 为探究福

建省节能环保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袁接下

来文章将通过构建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遥

三尧模型构建尧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渊一冤模型的建立

文章将构建两变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渊PVAR冤模

型袁将福建省地方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和地方经济发展

水平均视为内生变量袁 考察两者的动态互动关系袁同

时也能有效的避免内生性问题遥 PVAR模型不仅拥有

VAR模型能够分解出各个冲击因素对变量的影响因

子尧 更加直观地分析变量间关系的优点袁 而且不似

VAR模型那样对数据长度要求较高袁当面板数据长度

大于滞后项阶数至少 3期即可对方程进行参数估计袁

十分适合在数据长度有限的变量间使用遥

根据本研究需求袁建立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和节

能环保支出两变量 PVAR模型袁 并为避免异方差影

响袁将两变量数据对数化遥 模型具体如下院

dlngdpit =c1i +a11

t

n=1

移dlngdpi,t-n +a12

t

n=1

移dlnpexpi,t-n+着1it

dlnpexpit =c2i +a21

t

n=1

移dlngdpi,t-n +a22

t

n=1

移dlngdpi,t-n+着2it

扇

墒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其中袁变量 dlngdp 表示经过对数化的地方生产总

值增速袁 代表地方经济发展增速水平袁dlngdpi,t-n表示

地方生产总值增速的 n期滞后项曰 变量 dlnpexp 表示

经过对数化的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节能

环保支出增速袁dlnpexpi,t-n表示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 n

期滞后项曰i和 t分别表示福建省各县和年份曰着1it 尧着2it

表示无序列相关的随机扰动项遥

渊二冤样本的选取

研究选取 2011-2018年福建省 84个县级行政区

域的一般公共预算中的节能环保支出决算数据和地

方生产总值渊GDP冤袁以全区域为统一数据口径袁并对

指标进行取对数后一阶差分处理遥 文中数据均来自于

叶福建财政年鉴曳尧叶福建统计年鉴曳袁 文章使用的计量

软件为 Eviews7.0尧stata14.0和 stata15.0遥

渊三冤实证分析

首先袁文章同时采用 LLC检验尧IPS检验尧ADF检

验和 PP检验袁在 Eviews7.0中对上述变量的平稳性进

行检验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遥结果显示渊见表 3冤袁各变

量均为平稳序列袁可以建立 PVAR模型遥接下来袁文章

利用 stata软件袁 综合 AIC尧BIC和 HQIC信息准则袁确

定 PVAR模型最佳滞后阶数为一阶袁并对模型参数进

行 GMM估计袁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遥

表 3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3 Unit root test results

注院*尧**尧***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10%尧5%尧1%的水平下显著遥

表 4 PVAR模型 GMM估计结果

Tab.4 GMM estimation results of PVAR model

注院*尧**尧***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10%尧5%尧1%的水平下显著遥

从表 4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袁除了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一阶滞后项对地方生产

总值增速的影响不显著之外袁该 PVAR模型其他系数

在统计上均显著遥 渊1冤节能环保支出增速一阶滞后项

对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影响院节能环保支出增速一阶

滞后项与节能环保支出增速显著负相关袁上一期节能

环保支出总量增速对当期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具有抑

制作用袁影响系数为 0.2348袁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

响的情况下袁前一期节能环保支出增速每提高一个百

分点袁 当期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将下降 0.2348个百分

点遥 渊2冤地方生产总值增速一阶滞后项对节能环保支

出增速的影响院地方生产总值增速一阶滞后项对节能

环保支出增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 影响系数为

7.2457袁即上期地方生产总值增速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袁

本期节能环保支出增速能够上升 7.2457 个百分点遥

渊3冤地方生产总值增速一阶滞后项对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的影响院上期地方生产总值增速对当期地区生产总

dlnpex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dlngd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dlnpexp -0.2348*** 7.2457***

dlngdp -0.008 -0.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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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袁 影响系数为 0.3192袁即

上期地方生产总值增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袁当期地方

生产总值增速下降 0.3192个百分点遥 渊4冤节能环保支

出增速一阶滞后项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影响院上期

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对当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具有影

响系数为 0.008的反向作用袁 相较于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一阶滞后项袁其对当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促进作

用要小得多袁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统计学上不显著遥

接下来袁研究将使用脉冲响应具体分析一个内生

变量随机扰动一个标准差单位冲击对另一个内生变

量当期和未来的影响袁并通过方差分解得到每个随机

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遥 但在那之前袁文章需要先

进行稳定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遥 稳定性检验结果

如图 3所示袁特征值均落在单位圆内袁通过检验袁表明

模型是稳定的遥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地方生产总

值是节能环保支出的格兰杰因袁节能环保支出不是地

方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因袁两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

系遥 接下来我们进行脉冲响应分析遥

图 3 pvar稳定性检验

Fig.3 pvar stability test

如图 4 所示袁图野dlngdp:dlnpexp冶表示在基期给

dlngdp 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袁dlnpexp 短期内表现出

先上升后下降的反应袁并在长期延着正向路径缓慢收

敛袁即福建省地方生产总值增速对节能环保支出增速

后续发展可能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效果曰考察节

能环保支出增速对自身的影响袁 即图野dlnpexp:dl鄄

npexp冶所示袁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受到来自其自身的冲

击袁在基期表现出强烈的正向响应袁但响应趋势在前

五期迅速下降袁后以较为平稳的正向路径收敛袁说明

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对自身增速的后续发展的正向促

进作用在不断下降曰图野dlngdp:dlngdp冶表示在基期给

dlngdp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袁dlngdp表现出较小的正

向响应且不断下降袁表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对其自身

增速后续发展可能产生较为微弱的且不断下降的正

向作用曰由于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的影响并不显著袁 且前者不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袁图

野dnpexp:dlngdp冶 中也表明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对地方

生产总值增速的影响程度接近于 0值水平线袁故不做

具体分析遥

图 4 2011-2018年福建省节能环保支出与地区生产

总值之间的脉冲函数图

Fig.4 Pulse function diagram betwee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and regional GDP

in Fujian Province袁 2011-2018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图袁我们能够初步了解变量因

素作用方向尧大致效果和作用持续时长袁但脉冲响应

图所能反映的信息还比较有限袁想要更加具体尧直观

地了解影响因素的贡献度还需要进行方差分解袁以进

一步说明影响变量的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遥 如表

5所示袁 左侧三列表示第 n期节能环保支出和地方生

产总值对节能环保支出的贡献度袁表格右侧三列表示

第 n期节能环保支出和地方生产总值对地方生产总

值的贡献度遥

在表 5左侧第 1期袁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对其自身

的贡献度为 99.87%袁 而地方生产总值增速对节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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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支出增速的贡献度仅为 0.13%遥 但从第 2期开始袁

地方生产总值增速对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贡献度从

19.19%上升到第 4期的 24.22%并趋于稳定的趋势曰

而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对其自身的贡献度则呈现逐渐

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遥 可见袁福建省地方生产总值增

速对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袁并且其

影响程度可能随着时间长度的加大而加深袁而后趋于

稳定遥 在表 5右侧第 1期袁地方生产总值增速对其自

身的贡献度达 100%袁 而后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内出现

下降袁 但下跌程度可以忽略袁 直至第 10 期袁 仍有

98.40%的贡献度遥 综合上述分析发现袁不论是节能环

保支出增速还是地方生产总值增速袁来自于其自身的

冲击带来的变化远大于其他冲击影响曰对于节能环保

支出增速来说袁除却自身的主要影响袁地方生产总值

增速的冲击也是值得注意的方面袁地方经济发展速度

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地方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影响因

素之一袁但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对地方经济发展速度水

平的影响微乎其微袁可以忽略不计遥

表 5 2011-2018年福建省节能环保支出与

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方差分解表

Fig.5 Breakdown of variance betwee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and regional GDP

in Fujian Province袁 2011-2018

四尧主要结论

本部分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渊PVAR冤动态计

量模型袁对福建省节能环保支出增速与福建省经济发

展速度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袁主要结论如

下院节能环保支出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水平之间相互

作用的效应具有一定差异遥 从短期效应来看袁福建省

经济发展增速水平促进了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增加袁

这是节能环保支出增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曰而节能环保

支出增速的上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无明显影响遥 从长

期视角来看袁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对节能环保支出增速

的影响程度趋于稳定遥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

速度上升使得政府有财力增加节能环保支出投入曰同

时袁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强调环境保护尧节能减排袁社

会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袁也从另一方面进一

步推动了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上升遥 综上袁经济发展

速度水平的上升能带动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增加袁且

无证据表明节能环保支出增速的增加会对经济发展

速度水平产生负向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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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in Fujian Province

要要要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84 County Urban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LI Weiwu, LIANG Xinchao, HU Zhiyo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rt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How to do a good job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urgent task,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鄄

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8, a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PVAR)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dy鄄

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in fujian province was characterized by impulse re鄄

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short-term perspective,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develop鄄

ment in Fujian Province ha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while the increas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 from

the long-term perspective, the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level on the growth rat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tends to stabilize, and the increas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 has no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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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以及国人

平均寿命的提高袁 广大职工在退休之后的退休生活袁

通常还有一二十年的时间遥 对于他们来说袁退休后的

心理尧生理以及社会的适应问题袁都将成为未来重要

的社会议题遥 因此袁提前做好退休规划对于个人来说

不仅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的计划袁也是一种对未来合理

的预期遥本文主要运用萨尔特曼隐喻诱引技术理论模

型来分析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不同性别之间的退休规

划的差异遥 该理论模型是哈佛商学院 G.Zaltman教授

于 1997年提出来的袁 该理论主要是一种能够深入探

究目标群体内心想法与需求的研究方法袁其将图片视

为隐喻袁并结合各种访谈方法袁抽取潜藏在受访者心

中的概念以了解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袁进而描绘出受

访者对特定主题的心智地图袁最后通过这些差异来设

计不同性别从业人员的退休规划遥

一尧ZMET访谈的准备工作

本次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集中在泉州地区金融行

业的从业人员袁 本文的访谈对象主要选取了 10名金

融行业的从业人员袁他们分别分布在银行尧证券尧保险

等机构袁男女都有袁然后以不记名的方式于访谈前 10

天左右向他们发放访问的表格遥 研究者首先对受访者

介绍和说明本次研究的主题袁要求受访者认真思考本

次研究主题之后袁再从一些杂志尧书籍尧报纸等媒介去

寻找 10张左右能够体现自己对于本次研究主题的理

解与感受的图片袁以便研究者能够在后续的访谈中抽

取图片以了解受访者对于本次研究主题的真实感受遥

正式的访问安排在 7-10天后袁当面进行深度访谈袁这

些访谈问题的资料由受访者自行收集袁不受研究者的

驱使尧诱导和掌握袁并提供自由表达和详述自我想法

的机会袁这也是 ZMET模型和其他研究方法不一样的

地方遥

二尧ZMET访谈的过程分析

基于 ZMET模型的正式访谈共有 10 个步骤袁具

体如表 2-1所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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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ZMET正式访谈的 10个步骤

Tab.1 10 steps of formal interview with ZMET

渊根据 ZMET理论模型整理冤

从上面的十个步骤来看袁整个 ZMET访谈的过程

主要就是研究者通过 ZEMT抽取的隐喻概念袁要求受

访者深入研究思考后以及由受访者所收集到的 10张

左右的图片以说故事的方式进行阐述袁再加以引申出

受访者在内心想要表达的深层次含义以及其潜意识

的真实想法遥 然后运用凯利方格法解构受访者的心智

地图袁确认受访者形成其退休之后的愿景规划袁然后

整合成完整的构图并分析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袁最终展

现出一个共识地图袁完成访谈袁得出结论遥

三尧ZMET访谈结果分析

通过对这十位不同职业岗位袁不同性别的访谈者

进行访谈的内容来看袁 这些图片的维度主要涉及院自

由尧天伦之乐尧行业尧时间尧金钱尧分散风险尧对未来的

预期尧真实感遥 受访者关注的心灵导图的顺序决定了

他们对于退休规划的真实想法遥 因此袁从表 1的访谈

结果来看袁可以总结出这些受访者退休规划存在以下

几方面的特征遥

渊一冤既注重物质生活的满足袁又追求自我的提升

从受访者的心智地图可以看出袁 这些退休人员对

于其自身退休规划的相同点是想要在工作期间努力工

作袁以积累足够的退休金以保证退休之后的物质生活遥

除此之外袁他们也向往幸福快乐的退休生活袁他们的潜

意识当中流露出他们愿意在退休之后仍然关注最新的

商业信息和投资机会袁并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遥

渊二冤对陪伴与自由生活的取舍存在差异

由于受访者的家庭结构不同袁这些受访者在面对

退休后的家庭生活安排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想法袁从他

们所展示出来的不同心灵导图来看袁不同的受访者在

家庭生活方面的规划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规划内容和

想法遥 有些受访者认为退休之后陪伴家人和家庭生活

的时间很重要袁有些人认为拥有足够的退休金然后充

分享受退休后的自由很重要袁也有些受访者认为当他

们退休后只要能够与另一半的相互陪伴是最重要的袁

也高于物质上的需求遥

渊三冤不同性别之间的关注点存在差异

在受访者当中袁由于性别上的不同袁导致他们在

退休规划的优先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遥 从心智地图

显示的结果来看袁大部分的女性受访者比较在意家庭

当中孩子的抚养问题袁 尤其注重孩子的教育和引导袁

其次是各种美食和退休后的享受生活袁最后才是朋友

之间的相聚遥 而大部分的男性受访者首先在意的是退

步骤一院说故事

受访者通过看图片说故事的形式来描述

自己所选取的图片跟本次研究主题的相

关性袁并阐述自己的想法和感觉遥

步骤二院遗失的

影像

引导受访者描述他原本想要找袁后面找却

找不到的一些图片袁并以此来表达他为什

么要选这些图片的真实想法遥

步骤三院分类整

理

受访者被要求将这些照片根据其意义加

以分类袁并贴上标签袁以期帮助建立相关

主要论点货概念遥

步骤四院概念抽

取

运用凯利方格法[2]抽取出隐藏在受访者理

性思考行为下的概念袁然后将这些概念之

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理遥

步骤五院最具代

表性的图像

让受访者在图片中选择一张与主题相符

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图片遥

步骤六院相反的

影像

让受访者描述与主题相反的照片并描绘

其意义遥

步骤七院感官影

像

让受访者充分利用自己的感官系统以及

对色彩的理解袁用感性的眼光直接表达对

影像的认识袁以便访问者理解受访者的概

念遥

步骤八院心智地

图

运用对消费者引发出来的概念去创造地

图或者因果模型遥

步骤九 :总结影

像与小短文

绘图人员运用数位影像技术袁创造出一张

消费者的总结影像袁并请受访者写下一段

小短文来帮助沟通主题的重要概念遥

步骤十院共识地

图

研究者通过所有受访者所展现出来的心

智地图进行归类整理袁然后形成一些相同

点和不同点袁从而展示一些共性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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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后仍然有许多忠实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一起享

受生活袁其次是自身的运动爱好与均衡的营养袁最后

才是孩子的抚养和家人的陪伴遥

四尧完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退休规划的建议

退休规划是指退休以后的生活资金的具体安排袁

即养老金的具体安排遥一个科学合理的退休规划对于

个人而言至关重要袁 对于整个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遥

因此袁从上面的 ZMET模型所分析的结果来看袁基于

不同受访者对于退休后生活的心智地图袁金融行业的

从业人员在制定退休计划的时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考虑遥

渊一冤尽早储备退休基金袁培养自我提升的技能

对于大部分的金融从业人员来说袁他们当中大部

分人的收入都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的袁工作

期间的前期的投资理财可能占收入的比例比较低袁但

理财收入增长率会随着资产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遥对于

金融从业人员来说袁退休基金的积累也不要采用单一

的储蓄方式袁而是要充分利用专业的知识和对市场的

敏感性进行财富管理和资产的增值遥如果单纯的依靠

储蓄进行准备养老基金袁那对于个人而言就必须大幅

降低工作期间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支出了遥 此外袁工作

之余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保证退休后生活

精彩程度的重要保证遥这些兴趣爱好可以是与专业相

关的知识提升技能袁也可以是单纯的兴趣爱好[3]遥

渊二冤合理的规划退休后的时间和费用支出

退休后的时间安排和资金需求是跟退休人员的

需求和家庭结构息息相关的袁这些资金需求总的来说

可以分为两部分袁一部分是基本生活支出袁另一部分

是生活品质支出袁基本的生活支出取决于未来的消费

水平和退休人员的收入遥而生活品质支出是退休人员

想要实现理想生活所需的额外支出袁这些支出有着较

大的弹性[4]遥因此袁对于比较注重家庭陪伴的退休人员

来说袁在基本的生活支出方面多预留资金是保证家庭

陪伴和家庭正常开支的必要规划遥而对于那些想充分

享自由受退休生活的退休人员来说袁在退休规划上多

预留生活品质部分的支出基金才能实现其追求的生

活方式遥

渊三冤选择适宜的资产配置方式

退休规划当中的资产配置是构成退休金来源的

一个很重要的渠道遥 个人资产组合即选择适当的商业

保险尧投资基金尧理财产品尧债券和股票等作出的合理

的资产配置袁并结合人生不同的生涯阶段进行调整[5]遥

因此袁在制定退休规划的时候袁要特别注重选择适宜

的资产配置方式袁对于那些比较看重家庭教育而且安

全感需求高的女性退休人员来说袁在退休规划上主要

就是用保证给付的养老险或退休年金来满足基本生

活支出遥 对于那些追求退休后高品质生活的男性退休

人员来说袁其资产配置可以侧重于投资股票或基金等

高报酬尧高风险的投资工具袁以获取较高的收益来满

足其对退休后高生活品质尧自由生活的各种支出遥

五尧总结

舒适美满的晚年生活是我们共同期盼的袁每个人

都希望可以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完美的句号袁退休规划

的合理性也直接影响到退休后的生活品质袁 因此袁每

个人在制定退休规划的时候首先应该结合自身的实

际情况和真实的需求袁根据自身对于未来的预期和向

往来不断的优化的调整袁退休规划是整个人生理财计

划当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袁只有选择契合自身真实需

求的规划才是合理的规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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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石狮市金融风险现状分析

渊一冤石狮市金融风险调查对象分析

本次金融风险调查主要遍及石狮市 126家实体

企业袁32 家金融机构遥 调研时间为 2017 年 8 月至

2018年 8月遥 主要调查方法为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遥

这些调查对象中总资产在 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大型

企业占 28.57%袁中型企业占 49.97%袁总资产在 100万

人民币以下的小型企业占 21.5%遥 其中有 50%的企业

属于制造业袁7.14%属于信息技术服务业袁另外 42.86%

属于进出口贸易尧酒店服务尧及物流行业袁遍及石狮市

主要行业遥 这些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中袁有 7.14%的企

业是股份有限公司袁35.71%是有限责任公司袁21.43%

属于合伙制企业袁28.57%是个人独资企业袁7.14%是混

合所有制企业遥

在对金融机构的调研中 袁 这些金融机构有

90.91%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袁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占

9.09%遥 这些金融机构放贷的主要种类是公司流动资

金贷款袁其次是住房按揭贷款和个人贷款遥 贷款期限

有 54.55%是在 1年以内袁1至 5年的贷款占 36.36%袁

5至 20年的占 9.09%遥

渊二冤石狮市金融环境特征

1.内部金融市场结构单薄

从内部金融环境来看袁石狮市金融市场结构较为

单一遥 这个实体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袁金融业的发展

起步较晚袁1988年国有四大银行才在石狮落脚袁 后续

才有部分股份制银行落脚石狮但是数量稀少袁且可提

供贷款金额有限遥 而且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中袁商业银

行数量所占比重较大袁据不完全统计石狮商业银行占

金融机构总数达 90%以上袁证券尧保险尧信托等非银行

性金融机构相对较少遥

除此之外袁石狮的民间金融活动较为活跃袁其中

民间借贷尧民间金融理财尧民间集资等最为常见袁据政

府调查石狮市目前民间标会数量至少达到 2000 余

家遥 由此可见袁石狮市金融环境从机构设置上来看较

为单一袁主要以商业银行和民间金融为主袁其他融资

渠道较少遥由于民间金融发达袁民间借贷利率高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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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作会议都把金融风险防范置于国家战略高度遥精准识别风险来源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首要步骤遥本文首先分析了石

狮市金融环境特征袁进而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金融风险及其形成的原因袁最后在石狮市现有防控金融风险的政策基础上提

出优化方案遥 努力形成野强化监管尧细化体系尧优化环境尧深化改革冶要四位一体的可复制尧可借鉴尧可推广的石狮经验袁为

我国县域防控金融风险提供全面性尧前瞻性的风险预防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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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不规范等原因袁所以该地的潜在金融风险较大遥

2.外部金融资源丰富

从外部金融环境来看袁 石狮市金融资源较为丰

富遥 石狮市位于泉州湾经济核心区南端袁泉州市是福

建省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袁 金融资源较为丰富遥

石狮市一定程度可以分享泉州市的金融资源遥 另外石

狮与台湾地区隔海相望袁 可以借助海峡两岸合作袁获

取台湾金融支持袁进一步学习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

新袁拓展多元化融资路径遥 除此之外袁石狮还是著名的

侨乡袁有利于获取海外金融资源遥 可见袁石狮市外部金

融支持及来源较为丰富遥

渊三冤石狮市主要金融风险种类

1.企业融资风险

企业融资风险简称融资风险是指筹资活动中由

于筹资的规划尧市场波动而引起的资金链中断或收益

变动的风险袁在金融市场上主要有利率波动尧市场风

险等几种表现形式遥 [1]

目前石狮市企业受金融环境的限制袁企业融资渠

道较为单一且资金来源不够稳定袁使企业的融资难度

加大袁资金链中断的风险上升遥 同时袁受市场利率波动

的影响袁企业融资成本波动较大袁使企业产生收益变

动的风险加大遥 所以袁石狮市金融风险中袁企业融资风

险较为突出遥

2.民间借贷风险

民间借贷风险是石狮市主要金融风险之一遥 民间

借贷本来是一种社会性直接融资方式袁被金融界喻为

野草根金融冶尧野地下金融冶袁 它对社会融资是一种有效

的补充遥

随着改革开放袁经济的发展袁个人和家庭生活的

改善与不断提高袁 在石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创

业袁民营经济繁荣袁已经创业的人为了获得更好的成

就袁不断谋求企业发展袁这些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一

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的充足遥 但不是所有个人与企业

在发展初始就是具备充足资金的袁在银行等正规金融

贷款渠道受到阻碍时袁民间借贷就成为企业的原始融

资遥 而民间融资作为一种自发的尧分散的信用活动袁它

存在着很高风险袁一旦资金链断裂袁借贷方矢口否认

或跑路现象时有发生袁而出借方因为民间借贷缺乏法

律的维护袁往往血本无归且投诉无门遥

3.金融诈骗风险

近年来石狮市检察院提起多起金融诈骗案件起

诉袁这些诈骗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卡骗贷袁骗贷者通过

伪造个人信用在多家银行办理信用卡袁 进行贷款袁到

期未按时还款付息袁拖欠时间过长曰另外袁非法集资也

是金融诈骗中的常见现象袁 犯罪分子承诺高额回报袁

虚构或夸大投资项目袁以虚假宣传造势袁进行资金诈

骗曰除了以上金融诈骗袁犯罪分子通过冒充熟人或单

位领导或同事袁通过电话尧网络等形式要求受害人汇

款等进行金融诈骗也时有出现遥 因此袁防范金融诈骗

风险也成为石狮市政府一项重要任务遥

二尧石狮市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渊一冤企业融资风险产生的原因

1.资金来源有限

对石狮市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袁从石狮市企业融

资情况来看袁 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袁共

78.47%的企业认为目前企业间接融资渠道偏少不能

满足企业融资需求袁48.26%的企业想上市融资袁 但是

认为在石狮没有足够便利的金融环境上市袁所以企业

不得不向民间借贷机构融资遥 从图 1可见袁 石狮有

57.14%的企业主要融资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股权融资袁

其次在调查样本中有 54家企业使用过有民间借贷袁

占所有调查企业的 42.86%袁 总体而言企业能从金融

机构贷到的款项较少遥

图 1 样本企业主要资金来源途径

Fig.1 The main source of funding for sample companies

资料来源院石狮市企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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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 2018年泉州市统计年鉴数据袁 石狮市

本外币贷款余额达 665.32亿元人民币袁而存款余额只

有 629.23亿元人民币袁由此可见在石狮的金融机构存

在一定资金缺口遥另外从下表 1可见石狮市存贷比淤一

直居高不下袁虽然较高的存贷比可以给银行带来更高

的利润袁但是石狮过高的存贷比也说明石狮市商业银

行的资金来源有限袁贷款需求过高袁石狮市金融机构

存在一定资金缺口遥

表 1 石狮市 2017-2019贷存比

Tab.1 2017-2019 Loan-to-deposit ratio of Shishi

资料来源院泉州市统计局

中小民营企业作为石狮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资金

需求大袁而石狮市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有限袁企业得到

的金融支持力度薄弱遥 并且袁企业的融资来源绝大部

分来自于企业自身及民间借贷袁这样单一的资金来源

使企业资金链中断的风险增加袁不利于企业持续稳定

地经营遥

2.借款利率波动幅度大

根据调查袁如表 2所示袁在调研过程当中有 68家

的石狮企业借款利率波动幅度大于 5% 袁 占比

53.97%袁贷款利率基本不变的企业仅有 21.43%袁而这

些贷款利率基本不变的大部分是样本企业中的资产

规模超过 1亿的大型企业遥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一年内

的贷款利率波动不会超过 5%袁 那些贷款利率波动幅

度大于 5%的企业贷款来自于金融贷款公司及民间借

贷袁这种借贷方式的利率相比于商业银行不仅较高而

且不稳定袁对于企业来说利率的波动将使企业成本波

动加大袁进而使企业收益发生波动的风险加大袁由此

企业融资风进一步增加遥

表 2 样本企业 2017-2018贷款利率波动情况

Tab.2 2017-2018 loan interest rate fluctuations of sample company

资料来源院石狮市金融风险问卷统计

3.金融中介效率低

金融机构是资金融通的平台袁其主要作用是促进

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分配效率的提高遥 通过调研发现袁

石狮市企业资产负债率于呈两极分化趋势遥 如图 2袁在

调研企业中 49家资产负债率高于 50%占比 36.83%袁

偿债风险较大遥 而又有 65 家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

30%袁所有者权益盈余较多袁财务杠杆运用较少袁不利

于企业经济增加值的上升遥 由此可见袁石狮市货币资

本的分布较不平均袁不利于经济加速发展遥 这种现象

的产生是由于金融中介力量不足袁不能及时将社会中

的货币资本由盈余单位向不足单位转移袁不仅造成了

资本价格波动大袁而且也使企业融资难度加大袁融资

风险加剧遥

图 2 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分布图

Fig.2 Sample enterprise asset-liability ratio distribution map

资料来源院石狮市企业调研

渊二冤民间借贷风险产生的原因

1.运作不规范

由于操作简便袁民间借贷凭着运用灵活袁能弥补

银行贷款审批严格袁放款时间长等的不足袁不断地受

到大家的青睐袁在石狮迅速发展起来遥 但是袁这种民间

自发形成的金融机构袁管理制度松散袁运作不规范袁没

有专业的金融风险管理与控制遥 在集资以及放款时担

保力度薄弱袁或者没有担保遥 导致一旦出现违约情况袁

借款人的款项无法回收袁产生违约风险遥 同时这种借

贷没有明确的野利息冶概念袁如调研过程中得到的一组

民间借贷会单袁会员 25人袁每期会款 2000元袁每期总

会款 50000元袁 从 2017年 2月至 2018年 8月止袁共

存贷比 105.60% 105.74% 104.3%

企业家数 27 21 36 32

占比 21.43% 24.60% 28.57%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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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月袁每月标会盂一次遥为了便于与普通借贷利率的

比较袁 如果标会未中可获得利息 6474元袁 年利率=

渊6474/50000冤/渊19/12冤=8.18%袁 同期银行一年期整存

整年利率 1.75%袁可见民间借贷利率高于央行基准利

率许多遥 [2]而法院只能支持 4倍银行同期利息袁对超出

的部分不予支持遥 可见这种借贷方式缺乏保障遥

另外袁 目前民间借贷的借款凭证一般分为口头尧

借条尧借款合同三种类型遥 由于民间金融运作人员金

融专业基础不强袁 往往填写的借款凭证不符合规范袁

导致借款凭证不受法律保护遥 最后袁民间借贷的贷款

用途往往不受控制袁而非法用途的贷款也不受法律保

护遥 综上袁民间借贷在运作上的不规范袁使其具有极大

的风险隐患遥

2.监管力度不足

对石狮市目前的金融环境调查数据显示袁多数金

融机构认为目前石狮市民间资本过多且运作不规范袁

且没有适当的法律对其进行监控遥 导致其发展泛滥遥

石狮检察院数据统计袁石狮 2017至 2018年的民间借

贷违约比率达 37%袁倒会出逃的有 18%袁很多参与者

血本无归遥 民间融资是与官方融资相对而言的遥 官方

融资是属于正式金融体制范围内的袁即纳入我国金融

监管机关管理的金融活动遥 而民间融资是指在我国银

行保险系统尧证券市场尧农村信用社以外的经济主体

所从事的融资活动袁属于非正规金融范畴遥 所以袁政府

等相关机构对于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力度不足导致

民间借贷机构运作不够规范袁且基本上没有风险防控

指标监控袁同时也几乎没有坏账准备袁从而导致民间

借贷抗风险能力不足遥

渊三冤金融诈骗风险产生的原因

1.信用环境较差

石狮市实业经济繁荣袁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遥 根据

调研数据显示袁 石狮市有 35.71%的企业资金周转困

难袁14.29%的企业资金周转缓慢袁资金链断裂风险大遥

加之有 35.71%的企业未接受正规会计信用评级袁接

受评级的企业中 28.57%信用评级在 A级以下遥 金融

机构在贷出款项无正规信用评分参考袁导致金融机构

所承受的信用风险较高遥

表 3 样本企业信用评级情况表

Tab.3 Sample company credit rating

资料来源院石狮市金融风险问卷统计

另外袁接受访问调查的石狮市金融机构普遍认为

石狮市金融市场上信用风险较高袁 据统计这些风险

60.91%来自于公司流贷款袁其次是信用卡违约袁说明

石狮市部分企业及个人的履约率不高遥 同时石狮金融

贷款诈骗时有发生袁 从石狮检查院获取数据袁2018年

就接到金融诈骗案件 253起袁数量较多遥 综上可见袁石

狮市信用环境有待改善遥

2.法律规范不够完善

由于对金融机构主体行为缺乏明确法律条文规

范遥 目前不少规范都以监管机构野指引冶尧野通知冶 的形

式发布袁而不是野管理办法冶尧野规定冶等形式遥 野通知冶并

非强制性法律文件袁对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

行为缺乏相应约束力遥 事实上袁很多文件内容都属于

框架性的指导意见袁并没有具体的指引性袁也没有太

强的强制性袁以致在实施过程中袁效果打了折扣遥 所以

金融机构为了业绩袁忽略运作的规范性袁使金融机构

受到诈骗遥 而且袁目前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管理主要

是针对商业银行及一些大型金融公司尧证券尧保险等袁

对于小型信贷公司尧 民间金融等金融主体疏于管理袁

相关法律规范也是以野管机构冶为主袁并没有明确法律

条文对金融产品的设计及发行进行规范性管理袁导致

非法金融产品出现了滋生的契机袁使潜在金融诈骗风

险加大遥

三尧石狮市防控金融风险的建议

渊一冤强化金融监管

1.健全联席会议制度

公检法机关与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协商完善联席

会议制度遥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袁积极开展信息交流和

办案协助遥 [3]针对金融风险防范袁犯罪案件及证据材料

企业家数 58 17 1 5 45

占比 46.03% 13.49% 0.79% 3.97%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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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遥 进行座谈讨论和研究交流袁

加强彼此的配合协作遥

2.加强民间借贷监管

民间借贷风险是石狮市主要金融风险之一袁所以

政府应加大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遥 可以发挥再担保

公司的增信和共担风险作用袁 综合运用资本金注入尧

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多种形式袁提高担保能力遥 按

照野疏堵结合尧疏导为主冶的原则袁研究制定民间融资

管理办法袁建设配套法律保障袁促进民间资金有序进

入基础设施尧公用事业尧保障房建设尧医疗教育等投资

领域袁或以股权投资等方式进入实体经济和成长型骨

干企业遥 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袁使民间金

融做好坏账准备及风险防控指标监控袁建立健全民间

融资登记管理制度和监测体系袁加强对民间融资规模

和利率的监测袁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遥

渊二冤细化法律法规

1.完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

要有效控制民间借贷风险袁必须要完善民间借贷

的法律规范体系遥首先要完善民间借贷的贷款抵押担

保规范袁使其具有法律保障曰其次要以法律规范民间

借贷凭证填写袁使其具有法律效力遥另外袁对于民间借

贷的运作体系尧管理制度以及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都

要有明文法律规定袁违反规定的行为必须受到相应法

律惩处袁以此来规范民间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袁管理

体系以及利率设置袁使其所有业务范围均在法律监督

和保障范围之内遥

2.提高监管文件法律效力

为了提高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程度袁 各项监管通

知的下达应该具有强制法律效应袁以野法律规范冶或野管

理办法冶等书面文件规范各级金融机构的运作袁而不是

野通知冶尧野指导冶 等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书面文件遥 另

外袁金融业相关法律中应明确规定金融消费者的定义袁

并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金融消费者范畴袁 使创新型金

融产品的消费者以及民间借贷的参与者都被纳入这个

范畴之内袁 尽量使参与金融市场的每一个消费者都得

到相关的法律保护袁抑制金融诈骗行为滋生遥 [4]

渊三冤优化金融环境

1.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袁提升信用环境

建立涉及公检法尧金融行政管理部门尧企业尧个人

的金融信息共享平台渊见图 3冤遥 平台主要分为金融政

策尧法律法规尧纠纷案件袁违法案例等四个模块袁具备

数据录入和信息查询功能尧满足各方对金融信息的需

求袁实现行政执法案件的网上移送和受理袁使债权人

可以了解到债务人的各项金融信息袁一定程度上避免

违约风险遥 同时袁引入信用评级制度袁由政府出面引进

专业审计机构袁要求各企业做好信用评级工作袁并且

严格监管各企业的信用等级袁通过政策扶持激励各企

业提高自身信用评级袁对信用评级低的企业给予责令

停业惩罚袁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遥 [5]以此来提高石狮的

整体信用水平遥

图 3 金融信息共享平台体系结构图

Fig.3 Financial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architecture diagram

2.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融资渠道单一是使石狮市企业面临较大融资风

险的主要原因之一袁所以目前政府部门应发展多层次

的资本市场遥 使企业的资金来源除了银行以外还有其

他的资本供应者遥 比如积极规范及引入证券尧保险尧信

托尧租赁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袁支持符合条件的证

券公司尧基金公司尧财务公司尧期货公司尧证券投资咨

询公司以及各类保险公司在石狮设立子公司或分支

机构遥 逐步形成门类齐全尧协调发展的金融组织体系袁

为企业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来源遥

3.加强石狮与台港澳侨金融合作

积极落实叶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曳(ECFA)袁

支持符合条件的台湾金融机构进驻石狮遥 允许在石狮

注册尧并符合监管要求的台资企业投资入股石狮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遥 促进石台贸易投资和汇兑便利化袁吸

引台湾资本流入遥 支持与台湾合资设立产业投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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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尧创业投资基金遥 建立两岸金融合作交流平台和信

息共享平台袁鼓励台湾金融人才来石狮发展遥 支持符

合条件的台资企业上市融资遥 争取在内地与港澳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采取先行

先试措施袁 适当放宽港澳金融机构来石狮的准入条

件遥 支持港澳金融机构来石狮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石

狮法人金融机构袁推动具备条件的企业赴香港上市融

资尧再融资遥 支持石狮企业或境外关联企业在港发行

人民币债券遥 推动石港澳金融机构加强人员交流和业

务合作遥 鼓励符合监管要求的侨资金融企业在石狮设

立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袁 支持侨商参股石狮金融机

构遥 支持侨商发起设立以泉州为主要投资区域的产业

投资基金和各类股权投资基金遥

4.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为拓展企业融资规模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

市袁为企业的上市提供便利的配套支持及良好的金融

环境遥 强化证券公司职能袁支持上市公司优化重组袁通

过增发尧配股等方式筹集资金袁增强资本实力遥 支持企

业以股权对价进行换股收购尧合并遥 引导重点上市后

备企业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袁督促公司合理调整资产

结构袁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

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遥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袁支持符合

条件的企业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尧企业渊公

司冤债遥 支持开展区域集优票据试点袁加强商业票据的

流通市场建设遥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再担保体系袁提供

增信服务遥 积极推进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试点遥

渊四冤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

1.疏通融资渠道袁积极发展普惠金融

石狮市在目前以银行为主体袁 非银行机构为补

充袁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全面发展的普惠金融机构

发展体系下袁虽然近来引进不少银行袁同时也创立了

创新创业基金袁但是受惠的企业目前还比较少遥 为了

贯彻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袁发展普惠金融袁目前的当

务之急是要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袁为这些企业在

融资的过程中尽量多的扫除障碍袁比如政府增加设置

融资疏通管理部门袁 发挥普惠金融绿色通道职能作

用遥 当中小企业融资出现阻碍时袁 为其提供咨询袁辅

助遥同时袁督促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遥鼓

励在石狮的商业银行开展小微企业审批流程标准化尧

专业化尧简约化改革试点袁建立专门的小微企业审贷

机制和服务平台遥 另外袁鼓励银行实行野一帮一冶服务袁

比如一家银行主要为一个行业内的企业提供资金袁提

高企业融资效率袁以此来帮助大多数小微企业疏通融

资渠道遥

2.鼓励金融机构供给侧创新袁提高金融中介效率

金融机构作为资金累积与分配的平台袁应进一步

发挥其中介职能袁加快对社会盈余资金的聚集袁并及

时分配到社会赤字单位袁加速资本的流通袁从而起到

促进地方经济加速发展的作用遥 为了做到这一点袁应

该积极鼓励支持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产品创新袁提高金

融产品供给袁满足金融市场需求袁比如探索现金管理

产品尧报价回购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等创新试点袁促

进融资效率曰支持符合条件的期货经营机构开展期货

投资咨询袁 金融机构开设投资组合管理等创新业务遥

另外袁 金融机构应做好配套的社会经济调研工作袁把

资金先贷给环保袁高新技术产业等具有发展性且有利

于经济与民生发展的赤字企业袁让资本发挥最高的效

用袁促进经济平衡发展遥

3.鼓励金融业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袁推进绿色金融

为了有序对实业经济进行金融支持袁优化实业经

济结构袁 首先要保障金融业优先支持先进制造业发

展袁对节能减排袁创新发展技术袁减少资源消耗及环境

污染的先进企业优先支持遥 对这些企业加快贷款效

率袁提高放款额度袁适当降低贷款利率袁来促进其发展

壮大袁从而带动更多先进企业成长袁优化地方实业经

济结构遥

注释院

淤 存贷比院存贷比=银行贷款余额/存款余额袁我国银行监管条

例规定银行存贷比一般不得高于 75%袁存贷比越高银行资

金利用效率较高袁 如果存贷比大于 100%说明银行资金存

在来源缺口遥

于 资产负债率院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袁资产负债率

越高说明企业负债总资产比例越多袁所有者权益占比越

少袁财务杠杆越高遥

盂 标会院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金融制度袁由发起人(称会头)邀

请若干人(称会脚)参加袁约定时间按期举行袁每次各缴一定

数量的会款袁轮流交由一个人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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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urce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Financial Risk in Shishi City

HUANG Xiayun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Min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shi, Fujian 362700)

Abstrac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frequent financial risks, and the 19th National Report and several National Work Conferences in

2018 put 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risk sources is the first step in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risk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hishi City, and then discovers the main financial

risks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Finally, it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plan based on the existing policy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inancial risks in Shishi City. It strives to form "Enhance supervision, Refine the system,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Deepen the reform the

"four-in-one" experience of Shishi that can be copied, used for reference and promoted, in order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forward-

looking risk prevention for the county'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 Shishi city; financial risk; private lending;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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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地理标志具有集体知识产权属性袁而集体

知识产权属性决定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在生产和销售

过程中能够产生价格溢出袁进而提高生产收入遥 因此袁

农产品地理标志一直被作为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

收的重要工具[1]遥 目前袁国内外对地理标志的研究袁主

要集中在地理标志的保护与利用尧 地理标志品牌资

产尧地理标志品牌溢出效应尧地理标志与县域经济发

展的关系等方面[2-10]袁较好地促进了地理标志农产品的

开发与利用遥然而现有研究对区域农产品地理标志的

研究相对不足袁且主要集中在区域农产品地理标志空

间分布尧影响因素尧开发与利用方面袁较少研究其品牌

溢出效应遥 因此袁本研究以县域地区农产品地理标志

为研究对象袁 利用福建省 77个县区数据分析地理标

志品牌溢出效应袁以期为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发

展提供理论参考遥

一尧理论分析

本研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定义来源于叶农产品地

理标志管理办法曳遥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标示农产品

来源于特定地域袁产品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

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袁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

有农产品标志遥 其中袁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

产品遥 地理标志是一种知识产权袁也是一种区域品牌袁

具有品牌识别效应尧公共品牌效应尧品牌传播效应等遥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特性袁可以有效降低消费者的

交易成本袁进而改变需求曲线的位置[11]遥

为了说明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袁我们假定

某个地区农产品的消费者需求函数为 Qd=F渊P袁Q袁C冤袁

其中 Q尧P尧C分别表示该农产品的需求数量尧 价格和

交易成本袁 消费者在选择某一种农产品进行交易时袁

其所付出的代价由两部分组成袁一是购买该农产品所

付出的价格袁二是选择该农产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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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袁 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遥 本文采用

OLS回归方法对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袁结果表明院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不均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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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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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成本尧讨价还价所付出的时间成本等交易成本遥 农

产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袁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强袁当某

一农产品还未能获得地理标志称号时袁其需求曲线为

Qd1渊如图 1所示冤遥 价格为 P1时袁消费者需要根据自己

的偏好进行多次比较后购买该农产品袁 购买量为 Q1曰

该农产品一旦拥有地理标志称号袁即可与其他农产品

进行有效区分袁降低了消费者交易成本袁在其他因素

和价格 P1不变的情况下袁 消费者的收入效应增大袁购

买量增大到 Q2袁 需求曲线由 Qd1向右上方移动到 Qd2

位置遥 但是由于农产品地理标志培育成本和维护成本

需要分摊到价格中袁同时消费者获得更高心理满足感

的野品牌溢价冶袁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5]袁因此该农产品

的价格由 P1上升到 P2袁购买量下降为 Q3遥 可见袁该农

产品处于均衡点渊P2袁Q3冤袁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双赢的

局面袁这就是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渊如图 1网

状面积所示冤遥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袁促进该农产品的需

求量和交易价格的增加袁使得生产者们增加各种生产

要素的投入袁 推动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规模化发展袁

在空间上形成产业的集聚效应遥 规模化生产带来了专

业化程度的提升袁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曰产业集聚

效应延长了产业价值链袁 增进当地居民的就业量袁增

加人均收入水平遥 因此袁 当某一农产品获得地理标志

后袁理论上讲袁应该能够推动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

民收入增加的遥 本研究将探讨某一县域地区的农产品

获得地理标志与否以及该地区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多寡

对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袁 讨论在某

一县域地区内农产品地理标志是否越多越好袁 太多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会不会降低该地区农产品的产业集聚

水平袁从而降低该地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竞争力袁对该

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产生负向的影响遥

图 1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效应

Fig.1 Brand effe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二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模型设置

本研究参考赵金丽等和邰秀军等[11-12]的地理标志

回归模型袁构建实证研究模型袁分析福建省农产品地

理标志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院

ln渊Yi冤=a0+a1ln渊Labor冤+a2ln渊Land冤+a3ln渊In淄est冤+

a4Area+a5X1+灼 渊1冤

ln渊Yi冤=a0+a1ln渊Labor冤+a2ln渊Land冤+a3ln渊In淄est冤+

a4Area+a5X2+灼 渊2冤

ln渊Yi冤=a0+a1ln渊Labor冤+a2ln渊Land冤+a3ln渊In淄est冤+

a4Area+a5X2+a6X2

2

+灼 渊3冤

在式 渊1冤尧渊2冤尧渊3冤 中袁ln为自然对数曰a0为常数

项曰a1尧a2尧a3尧a4尧a5和 a6为回归系数曰灼为残差项曰i=1,2曰

Y 1为该县域地区的农业总产值袁衡量农产品地理标志

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曰Y 2为该县域地区的农民

人均收入袁衡量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民收入的溢出效

应曰Labor为该县域地区农村常住人口数曰Land为该县

域地区农业播种面积曰In淄est为该县域地区农林水事

务支出曰Area为该地区是沿海县或山区县袁1=沿海县袁

0=山区县曰X1为该县域地区有无地理标志袁1=有袁0=

无曰X2为该县域地区拥有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个数遥

渊二冤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

部官网尧福建省统计局官网尧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官网尧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遥 本研究选取福建省 77

个县区袁作为样本袁截取这些县域地区 2018年当年农

业生产投入和产出数据袁 截至 2017年福建省农产品

地理标志总共 313个袁其中已剔除由于城镇化而导致

无耕地的县域地区农产品地理标志尧部门间重叠或重

复的以及非农业初级产品的地理标志遥 样本的基本情

况如表 1所示遥

渊三冤结果

1.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现状

福建省自然地理环境优越袁物产丰富袁在国内较

早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与开发袁地理标志农产品

的种类非常丰富袁有些县域地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品

牌家喻户晓渊比如平和琯溪蜜柚尧永春芦柑尧宁德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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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当地农业产业发展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遥然而从表 1

可以看出袁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县域地区之间发展

不均衡袁有的县域地区农产品地理标志高达 24个袁有

的县域地区 0个遥

表 1 2018年福建省 77县基本情况统计

Tab.1 Basic statistics of 77 coun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18

从图 2可知袁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涉及的产品

主要包括茶叶尧果品尧肉类产品尧水产动物尧蔬菜尧粮

食尧药材等类型袁其中果品尧茶叶尧蔬菜地理标志分别

为 76个尧59个尧58个袁 分别占全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24.28%尧18.85%尧18.53%遥 从图 2还可以看出袁山区县

与沿海县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个数相当袁 分别为 168

个尧145个袁但是侧重点不同袁山区县以茶叶尧蔬菜尧药

材为主袁沿海县则以水产动物和果品为主遥

图 2 福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结构与地区分布

Fig.2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2.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溢出效应

采用 OLS方法对 6个模型进行估计袁 结果如表

2尧表 3尧表 4所示遥其中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以农业生

产总值尧农民人均收入为因变量袁都以农村常住人口尧

农业播种面积尧农林水事务支出尧沿海县或者山区县尧

该县域地区有无地理标志为自变量袁验证县域地区的

农产品有无获得地理标志对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

农民收入是否产生影响遥 从表 2模型一和模型二可以

看出袁县域地区有无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对该地区的

农业生产总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袁对该地区农村农业

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袁 其回归系数为 0.43偏低袁说

明农产品地理标志所蕴含的品牌价值未被充分挖掘曰

而对该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袁对该地

区农民经济效益的溢出效应还未体现[13]遥 其可能的原

因院一是农民处于农业产业链底端袁农产品利润低袁虽

然地理标志对农业生产总值具有正向作用袁但是没有

直接转化为农民收入的增加[11]遥 二是福建省工业化的

发展带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袁务工收入在农民

收入中的占比较高袁地理标志带来的农业收入增加值

比不上务工收入的增加遥 这也说明了农产品地理标志

品牌影响力还不够袁无法使其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超

过务工收入遥

此外袁农业播种面积对农业生产总值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袁说明部分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有效促进农业

产出曰而农村常住人口尧农业播种面积尧沿海县或者山

区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袁说明农民的收

入受到劳动力尧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较显著袁其中受

到农业播种面积的负向影响袁其原因可能与务工收入

农业生产

总值 渊万

元冤

Y1 1358700.00 16000.00 308106.49 223938.90

农民人均

收入 渊万

元冤

Y2 2.77 1.23 17786.04 0.30

农村常住

人口 渊万

人冤

Labor 69.66 0.30 17.50 14.34

农业播种

面积 渊千

公顷冤

Land 53.77 1.35 21.02 14.15

农林水事

务 支 出

渊万元冤

Invest 141804.00 8747.00 45626.58 22387.71

沿海县或

者山区县
Area 1.00 0.00 0.44 0.50

有无农产

品地理标

志

X1 1.00 0.00 0.90 0.31

农产品地

理标志个

数渊个冤

X2 24.00 0.00 4.06 3.85

农产品地

理标志个

数平方

X2
2

576 0.00 31.16 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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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务农收入的效益差异有关遥

表 2 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溢出效应分析结果渊一冤

Tab.2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geographic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1)

注院 括号内为各变量的 t统计量袁***袁**袁*分别表示显著

水平为 1%袁5%袁10%遥 渊下同冤

表 3模型三和模式四分别以农业生产总值尧农民

人均收入为因变量都以农村常住人口尧农业播种面

积尧农林水事务支出尧沿海县或者山区县尧该县域地区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个数为自变量袁验证县域地区农

产品地理标志的多寡对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

收入是否产生影响遥结果如表 3所示袁县域地区农产品

地理标志的个数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总值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袁其系数为 0.04袁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袁发展农

产品地理标志能够有效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袁而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个数对该地区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

不显著且呈负向作用袁这与赵金丽等的研究发现类似袁

可能与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比较低有关[11]遥

表 3 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溢出效应分析结果渊二冤

Tab.3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geographic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2)

表 4模型五和模式六分别以农业生产总值尧农民

人均收入为因变量袁都以农村常住人口尧农业播种面

积尧农林水事务支出尧沿海县或者山区县尧该县域地区

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个数为自变量袁验证太多的农产

品地理标志会不会降低该地区农产品的产业集聚水

平袁从而降低该地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竞争力袁对该

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产生负向的影响遥 结果

如表 4所示袁农产品地理标志个数及其个数平方对农

业经济发展呈现显著影响袁 其系数分别为 0.08 和-

0.03袁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袁当一个县域地区的农产

品地理标志个数为 1.33个时袁其对该地区农业经济发

展影响达到最大遥 其可能原因是袁对于县域地区而言袁

由于自身的资源有限袁尽管可能申请注册更多的农产

品地理标志袁却没能力把每一个都打造成能够支撑起

当地农业经济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遥 而农产品地理标

志个数及其个数平方对该地区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

响遥

表 4 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溢出效应分析结果渊三冤

Tab.4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geographic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3)

三尧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院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地

区发展不均衡曰沿海县和山区县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

类型各有侧重曰县域地区的农产品获得地理标志与否

以及该地区农产品地理标志个数对该地区农业经济

发展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袁且当一个县域地区的农产

品地理标志个数为 1.33时袁对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影

常数项(a0) 4.90渊1.90冤* 10.42渊15.90冤***

农村常住人口(Labor) 0.16渊1.36冤 0.05渊1.80冤*

农业播种面积(Land) 0.49渊4.62冤*** -0.08渊-2.93冤**

农林水事务支出(Invest) 0.26渊1.39冤 0.01渊0.31冤

沿海县或者山区县(Area) 0.20渊1.29冤 0.10渊0.29冤**

有无农产品地理标志(X1) 0.43渊1.85冤* -0.11渊-1.82冤*

R2 0.68 0.44

F值 29.71 11.00

常数项(a0) 5.98渊2.30冤** 10.36渊15.21冤***

农村常住人口(Labor) 0.22渊2.08冤** 0.03渊1.15冤

农业播种面积(Land) 0.44渊4.01冤*** -0.08(-2.84)***

农林水事务支出(Invest) 0.23渊1.25冤 0.03(0.59)

沿海县或者山区县(Area) 0.07渊0.49冤 0.12(2.97)***

农产品地理标志个数(X2) 0.04(2.10)** -0.001(-0.29)

R2 0.68 0.41

F值 30.29 9.91

常数项(a0) 6.68渊2.53冤** 10.20渊14.74冤***

农村常住人口(Labor) 0.20渊1.90冤* 0.04渊1.29冤

农业播种面积(Land) 0.44渊3.99冤*** -0.08(-2.82)***

农林水事务支出(Invest) 0.20(1.10) 0.03渊0.71冤

沿海县或者山区县(Area) 0.12渊0.75) 0.11渊2.69冤***

农产品地理标志个数(X2) 0.08(2.16)** -0.01(-1.18)

F值 25.87 8.52

农产品地理标志个数平方(X
2

2 ) -0.03渊-1.78冤* 0.001(1.17)

R2 0.69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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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达到最大遥 然而袁县域地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其

地区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遥

因此袁要重视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与管理遥 具体

建议如下院

首先袁 因地制宜地培育地区特色农产品地理标

志遥 各地区应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明确自身

农村农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态优势条件和地形地貌

气候品种等特色条件袁因地制宜地培育农产品地理标

志袁 沿海县应侧重发展水产动物和果品地理标志袁山

区县侧重发展茶叶尧蔬菜尧药材地理标志袁支持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申请野三品一标冶认证袁形成一定的规模效

应尧产业集聚效应袁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发展[14-17]遥

其次袁做强做大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遥 地方政府

既要积极培育和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袁也要重视农产

品地理标志竞争力尧规模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袁而不

只是注重注册数量 [18-19]袁一个县域地区重点打造 1-2

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地理标志遥加大农产品地理

标志品牌的宣传推介和市场营销力度袁在野闽茶海丝

行冶基础上袁开展野闽货海丝行冶 野闽货中华行冶 野闽货

网上行冶活动袁做强做大福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袁扩

大其影响力遥

最后袁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溢出效应袁促进

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与融合遥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所蕴

含的品牌价值的挖掘袁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溢

出效应遥 大力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精深加工业袁推进

其与旅游尧教育尧文化尧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袁重点打

造以地理标志农产品为主题袁集循环农业尧创意农业尧

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袁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供应链袁实现地理标志品牌资源融合共享袁促进当

地农民就业与收入增长[20-2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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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rand Spillover Effe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Province

LIN Chuntao1, LI Wen2, SU Baocai3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

2.Institute of Agritouris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3.College of Economic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 of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rol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paper uses OLS regress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Province is not balanced, and the type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vary greatl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Whethe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county area get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r not and the number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region, and the number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aches the

maximum when the number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1.33, but it has not yet reflected in the promotion of

farmer's income in the region. Therefore, Fujian Provinc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county areas should, in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 focus on creating 1-2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marketing, make 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stronger and bigger, give

full play to the brand effe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tend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so a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Key word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spillover effect;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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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当代综合材料绘画的艺术表现特征

渊一冤形式规律发生变化袁二维向三维迈进

众所周知袁综合材料是绘画艺术中的重要学术语

言遥 在绘画事业发展的今天袁综合材料的定义有了一

定的延伸遥 在实际绘画过程中袁画者可以利用多样的

材料袁进行自由的表达袁还可以结合自身丰富的绘画

经验袁不断改进材料的使用方法及探索综合材料中的

形式规律袁不断丰富绘画的内涵和形象遥 在释义绘画

内涵时袁 画者需要在作品中展示出更多的美术意向遥

通过采用某些特定的抽象语言袁 展示绘画的内涵精

神袁充分突出和表现绘画的艺术特性遥 相比于传统绘

画袁综合材料绘画是一种明显的技巧进步遥 它具有极

大的优势遥 首先它不再受困于二维空间环境遥 通过借

助综合材料袁 可以将绘画内容从二维向三维过渡袁从

而表现出绘画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遥 其次袁综合材

料绘画能够体现出更多的艺术色彩袁能够给绘画内容

赋予灵魂遥 从某种层面上讲袁综合材料绘画将整个绘

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遥

渊二冤结合多媒体技术袁实现自由绘画

一直以来袁综合材料绘画没有得到人们的正确认

知遥 它一直被界定为某些艺术种类的单一拼凑袁从而

归类为一种混合型艺术遥 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袁综合

材料绘画艺术彰显出越来越多的艺术魅力袁促使人们

转变了对绘画艺术的看法遥 经过绘画艺术大师们的修

正与规范袁综合材料绘画糅合了现代艺术精神袁渐渐

满足了当代绘画的艺术要求遥 通过突出视觉冲击效

果袁拓宽思维格局袁表现出绘画内容的思想精神袁大大

拓展了绘画艺术的门路遥 随着各种先进技术的应用袁

如多媒体技术等袁 大大提高了综合材料绘画的表现

力遥 尤其是在国内外各种文化的洗礼下袁综合材料绘

画内容变得更加精细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无国界的艺

术自由遥

二尧当代综合材料绘画的艺术手法

渊一冤绘画创作上选用丰富的材料

相比于传统绘画袁 综合材料绘画更具艺术优势遥

由于材料选择方式多变袁可以创作更多风格的艺术作

品袁体现出更多的艺术特色遥 [1]例如袁画者可以将丙烯

与其他材料进行搭配使用袁 从而在丰富色彩的同时袁

突出立体的画面感遥 传统绘画材料过于单一尧枯燥袁除

了颜色的应用袁无法给人创造更好的视觉环境遥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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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绘画则可以根据作品内容袁突出各种各样的情感

环境袁 在最大限度上给欣赏者带去时代味道和气息袁

丰富欣赏者的审美思维遥

渊二冤材料基底不同袁艺术效果不同

相比于传统绘画袁综合材料绘画与之最直观的区

别在于基底材料遥 综合材料绘画的基底材料袁主要有

布料尧纸张尧纸壳尧板材等遥 通过做好对基底材料的选

择工作袁画者可以展示各种各样的画风袁宣泄不同的

艺术特色遥 通常情况下袁不同的基底材料的吸水性各

不相同袁所以其吸收颜色的效果也是各有千秋遥 为了

创作出更具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的作品袁画者需要正确

使用一些化工材料袁从而打造出优质的画面袁呈现出

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袁 使人体验更加丰富的艺术感

悟遥

渊三冤综合材料勾画了绘画的形象

综合材料绘画打破了单一形式的绘画艺术表达袁

能够开阔创作者的艺术思路袁多元化地实现人与艺术

的途径沟通方式遥 众所周知袁艺术源于生活袁是人们思

想情感的重要体现遥 在实际综合材料绘画中袁选择不

同材料袁能够抒发不同的艺术情感遥 因此袁画者在作品

中如果想要表现出更好的艺术魅力袁就必须要重视材

料的收集尧筛选尧掌控等工作遥 [2]通过依托自身的绘画

经验袁不断冲破传统绘画观念的束缚袁将自身的绘画

思想展示给人们袁勾画出自身独特的艺术情怀遥

三尧当代综合材料绘画的艺术美感

渊一冤材料具有良好的艺术美感

在实际综合材料绘画中袁 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遥

它直接影响着作品的艺术形象袁以及欣赏者的思想情

感遥 从某种层面上看袁材料是表现绘画艺术美感的基

石遥 如果材料选择失当袁就会使欣赏者失去审美兴趣遥

无论作品多么具有内涵性袁都无法调动欣赏者的审美

情怀袁 更谈不到与欣赏者产生更多方面的思想共鸣遥

基于此袁画者需要特别注意材料的选择遥 通过分析与

研究材料的质量尧量度情况袁以及设计布局等问题袁在

最大限度内加强对综合材料的有效应用遥 通过将生活

与绘画进行有机的结合袁实现绘画的野本真冶内涵袁绽

放绘画艺术效果袁从而冲击欣赏者的视觉袁刺激欣赏

者的思想情感遥 依托各种材料袁画者能够使用画功袁展

示艺术的美感遥 通过利用动静虚实相结合的绘画手

法袁加深综合材料绘画的艺术形象袁从而调动欣赏者

的想象力袁激发作品的二次创作能力遥

渊二冤材料中本体质感的表现应用能力

本体质感表现是材料本身的基础性能遥 在实际综

合材料绘画中袁画者需要借助材料自身的质感袁突出

绘画内容的品质特征遥 为了增添艺术美感袁画者必须

要含蓄地表达绘画内容袁且不可直截了当地展示绘画

内容袁从而限制了欣赏者的想象力袁制约了欣赏者的

审美兴趣遥 另外袁在实际绘画创作中袁画者可以采用虚

实相互结合的艺术手法袁突出作品的美感遥 例如袁画者

在利用画布绘画时袁 可以借助自然界中的实体东西袁

如树枝尧花朵等遥 通过将这些实体东西粘贴在画布上袁

增添作品的真实感遥 通过渲染绘画背景袁不断引导欣

赏者抒发情绪袁从而给欣赏者的灵魂以震撼袁实现艺

术魅力和思想情感的有效衔接遥 从某种层面上看袁本

体质感也是体现材料选择是否适当的有效砝码遥 如果

材料自身的质感应用较差袁就不会给欣赏者真实的艺

术感觉遥 如果材料自身的质感表现力应用较强袁就会

使欣赏者更直观地沉浸在作画者所表达的艺术情景

中遥

渊三冤材料表现出的艺术张力

利用综合材料进行绘画的目的袁在于提升作品的

艺术张力和形象遥 材料是直接联系作品内容与人的情

感的桥梁遥由此可以看出袁材料具有两大本质属性遥其

一袁材料能够展示本身的性格特征袁体现所属实物的

真实品质遥 其二袁材料具有激发人们思想情感的能力袁

能够成为人借以言志的依托遥 因此袁画者在选择材料

时袁应注意不同材料的不同效果袁以及绘画时所要体

现的艺术张力遥 随着绘画事业的发展袁人们对综合材

料绘画有着明显的要求遥 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综合材

料绘画者袁就必须要深入分析材料的本质内涵遥 通过

研究材料的物理特性和人文情感袁将二者进行有机的

结合袁才能表现出作品的生命力袁赢得人们的认可遥 正

如基弗在作品叶大地之歌曳(图 1)中充分利用材料的本

身的物质属性和记忆功能袁 使画面收到了双向的效

果院一方面通过材料丰富堆砌的直观表现袁观者可以

使用视觉度量到物质的重量和可触摸感院 另一方面袁

64窑 窑



画面的精神性又指向非叙事袁指向时间和宇宙的浩瀚

虚无遥这种野有冶与野无冶的关系使基弗的作品超越了简

单的个性化和符号化追求袁 到达艺术中的 野无我冶境

界遥 [3]

图 1 叶大地之歌曳袁安塞尔姆窑基弗袁油画尧丙烯尧乳液尧草袁

在油画布及照片上袁280伊380厘米袁1982年

Fig.1 Song of the earth袁 by Anselm Kiefer袁Oil Paintings, acrylic,

latex, grass, on canvas and photographs袁280伊380cm袁1982

四尧当代综合材料绘画的表现策略与艺术

追求

渊一冤抓住古典文化精髓袁加强艺术魅力的表现

一个画者追求的是绘画的品质遥品质越高的作品袁

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遥因此袁画者需根据绘画的发展

历程从古典文化入手袁 不断提升绘画作品的艺术内涵

从而达到创作过程中创新和开发新类的艺术作品的目

的遥 众所周知袁我国文化具有极为漫长的历史遥 其根基

之深厚袁覆盖之广泛袁能够成为综合材料绘画的主流遥

因此袁画者需要向当代绘画艺术家学习袁创新自身的艺

术理念遥 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袁积累传统文化知识袁不断

将思想融入到创作中袁从而展示出强有力的艺术效果遥

通过深入研究百家思想袁不断将各种抽象的思想内涵袁

转化成具体的艺术形象袁 拓宽综合材料绘画的思维路

线遥 另外袁为了实现更加广泛的艺术共鸣性袁画者可以

深入分析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遥 通过找到二者结

合的艺术植入点袁不断加强和丰厚艺术形象袁进而呈现

出新时代的综合材料绘画艺术品位遥

渊二冤结合个人绘画经验袁充分展现独特思想与风格

相比于传统绘画袁综合材料绘画具有自身独特的

优势袁但为了突出其艺术风格和魅力袁画者必须要具

备充足的绘画经验遥 基于此袁画者应正确认知自身的

绘画水平遥 通过不断欣赏其他画者的画风袁找到综合

材料绘画的精髓袁从而不断丰富自身的经验袁避免出

现野撞包冶的情况遥 从某种层面上看袁综合材料绘画具

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遥 它能够展示出野内向冶和野外向冶

两种艺术形式遥 野内向冶的艺术形象袁是基于画者对生

活的理解遥 画者通过应用自身的哲学观念袁不断勾勒

出心中世界的形象袁 将画面本身的内涵绽放出来袁从

而与欣赏者形成更多的思想共鸣袁促进欣赏者体验和

感悟生活的真谛遥 野外向冶的艺术形象袁是基于画者对

社会的认知遥 画者通过吸收多种思想文化袁不断整合

画风资源袁将色彩斑斓的世界呈现给欣赏者袁使欣赏

者能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袁促进欣赏者重新体验和感

悟世界遥 [4]无论是野内向冶绘画艺术袁还是野外向冶绘画艺

术袁全部都是基于画者的绘画思想遥 通过结合画者的

绘画经验和生活能力袁体现画者对人生观尧世界观尧价

值观的思考袁 从而催生出具有精神价值的艺术作品袁

充分展示了绘画艺术的热度遥 为了发挥综合材料绘画

的效能袁画者还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袁不断烘托画

面感袁提高绘画品格遥

渊三冤实现绘画性与制做性的有机结合袁强化绘画

语言效果

综合材料绘画是一门重要的艺术形式遥 想要表现

其艺术活力袁就必须要重视其语言表述方法遥 通过将

综合材料绘画的内涵进行拆分与分解袁不难看出它隐

藏着野绘画性冶与野制做性冶两种艺术特征遥 [5]这两种艺

术特征的联系方式袁就是综合材料绘画的语言遥 因此袁

加强野绘画性冶与野制做性冶关系的认知袁就是画者突破

自身艺术水平的有效途径遥 一直以来袁关于野绘画性冶

与野制做性冶的关系袁绘画界有着很多不同的见解遥 有

人认为它们是里与表的关系袁也有人认为它们是抽象

与具体的协同关系遥 无论什么样的见解袁其中心思想

都是表现画者的某种精神诉求遥 为了实现综合材料绘

画的特质袁 画者必须要理解综合材料绘画的兼容性尧

开放性尧多样性遥 通过开创更多的主题空间袁不断展示

综合材料绘画的技巧性袁才能在最大限度内满足绘画

的发展趋势袁实现文化与精神的衔接袁绘画语言的有

机转化袁从而在满足人们的艺术审美观的同时袁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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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思想情感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遥

结语

总之袁当代综合材料绘画的发展问题袁需要绘画

者给予高度的重视遥 通过深入研究综合材料绘画的发

展历史尧思想内涵尧表性方式尧思想情感等因素袁不断

融合现代化元素袁不断结合绘画生活经验袁才能给欣

赏者呈现出更加美妙的绘画艺术袁促进欣赏者体验和

感悟时代生活袁激发欣赏者的艺术情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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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Contemporary

Comprehensive Material Painting

LIN Si

(Art Department,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 influx of all kinds of painting art, painting with comprehensive materials has be鄄

come an important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Because of its diversity, pluralization and other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t soon became a

popular art categor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current artistic expression of painting with synthetic materials, hoping to

explore a suitabl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inting with synthetic materials.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material painting; expression way; artistic aesthetic feeling; express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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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我国几千年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家园遥

但是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袁工业化尧城镇化

进程日益加快遥福建南平延平区巨口乡 80%的劳动力

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离开乡村袁 到城里务工袁留

下儿童与老人守在村庄遥原始的乡村生产模式遭到改

变袁田地荒芜尧房屋闲置遥承载着祖祖辈辈生活的记忆

和信息面临消失袁古建筑也正慢慢破落袁乡村独特的

在地文化面临瓦解的风险遥大批的古村落古民居被钢

筋混凝土侵蚀袁 农村的在地化文化遭到极大冲击袁形

成了千村一面的窘境遥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野乡村

振兴冶重大战略袁强调乡村文化的传承袁走文化兴盛之

路遥艺术在唤醒乡村尧美化乡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

乡村有丰富的艺术创作源泉遥 于是各界策展人尧艺术

家尧设计师等人走进乡村袁开始野艺术乡建冶之路遥这一

艺术现象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袁短暂的尧急速的尧表面

的尧空洞的艺术作品不断涌入乡村袁乡村成为了他们

艺术的实验基地袁 也为乡村振兴带来一时的新鲜感袁

但是艺术季结束后袁 乡村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

善袁甚至有些作品被人为的破坏袁艺术振兴乡村意义

缺失遥 如何将艺术介入乡村振兴建设袁发挥艺术的作

用袁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遥

一尧公共雕塑

公共雕塑是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公共艺术

一词源自英文野Public Art冶,主要指放置于公共空间的

雕塑尧壁画等的一切艺术形式遥 公共艺术 60年代兴起

于美国袁在野建筑中的艺术方案冶中标明公共艺术投资

是建筑预算的 1.5豫曰英国和加拿大政府分别设立野公

共艺术奖冶袁可见袁各国对公共艺术的重视程度袁这也

为立体造型艺术的发展开辟出新的契机袁这些政策的

实施袁促使艺术家们走出美术馆袁走出工作室袁创作与

环境有关的公共艺术作品袁让艺术作品与社会公众充

分接触遥 公共艺术不能狭窄地认为是户外艺术袁而是

收稿日期院2020-05-21

作者简介院蒋海岭渊1981-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雕塑

研究遥

在地文化视角下公共雕塑介入

乡村振兴的构建机制
要要要以福建南平延平艺术季为例

蒋海岭

(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袁 福建 武夷山 354300冤

摘 要院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袁乡村出现了泛城市化的演进过程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袁国家出台

野建设美丽乡村冶野乡村振兴冶等政策遥 通过对公共艺术和公共雕塑的阐述袁梳理目前国内外艺术乡建研究的现状袁分析目

前公共雕塑介入乡建所面临的困局遥结合福建南平延平艺术季公共雕塑介入艺术乡建的实践案例袁以闽北的在地文化为

前提袁提出公共雕塑介入艺术乡建的原则袁探讨公共雕塑介入艺术乡建的研究机制袁开拓闽北在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

途径遥

关键词院在地文化曰公共雕塑曰构建机制

中图分类号院J30-05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0雪08原园067原园6

第 39卷 第 8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39 晕燥援8

圆园20年 8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Aug援 圆园20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8期

更为广义具有公共性的空间艺术形式遥 直到 20世纪

80年代袁国内公共艺术才得以兴起袁公共雕塑也逐渐

走向人们的视野袁 并作为美化公共空间的重要手段遥

但早期的公共雕塑偏重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形式美

感袁多为现代化发展的风貌表现袁整体雕塑形式语言

趋同遥 野到 20世纪 90年代时袁一些雕塑家逐渐开始关

注中国公共空间的特殊性问题袁 考虑雕塑与环境尧人

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袁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实验性和公共

性关系的问题袁 雕塑家们努力寻求最好的表达方式袁

各种表现形式和可能性不断探索袁取得许多可喜的进

展遥 冶[1]

二尧国内外公共雕塑介入乡村振兴的研究

现状及存在问题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窑博伊斯最早提出艺术创作需

要和周围环境尧人融合发展遥 1981年袁他创作了叶给卡

塞尔的 7000棵橡树曳袁提出野社会雕塑冶概念遥 融入海

岛文化的濑户内艺术季和融入山区文化的越后妻有

大地艺术节是日本艺术乡建的典型案例袁部分实践作

品呈现出在地文化遥 中国台湾艺术乡村计划开展比较

早遥 在 2015年袁野飞牛牧场冶计划开始实施袁依靠当地

文化的深度挖掘袁 活动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吸引 1000

万人次的游客袁其中包括给游客提供互动体验的服务

项目袁实施可持续发展经营策略遥 嘉义的板头村交趾

陶艺术村将板陶艺术结合乡村文化建设袁呈现出大量

的马赛克式公共雕塑作品遥 内地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

案例是 2007 年艺术家渠岩发起的许村计划和 2011

年欧宁发起的碧山计划遥 野这两个案例的主导者都提

倡乡村传统文化的保留袁并在此基础上注入现代艺术

元素来复兴乡村文化遥 冶[2]活动采用保护在地文化的策

略袁将艺术设计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尧环境袁艺术与在地

化的融合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袁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袁乡村的野同质化冶现象严重袁乡村人员涌向城市袁

导致乡村的发展落寞曰另一方面生活在快节奏都市中

的居民更加向往慢节奏的乡村田园生活遥 党的十九大

明确提出振兴乡村的策略袁让乡村找回自己的在地文

化袁探索适合的复兴之路袁越来越多的人们投身到乡

村振兴中来袁 公共雕塑是艺术乡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公共雕塑的介入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遥 探究

公共雕塑究竟如何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同袁增强村民文

化自信袁使乡村具有特色文化的吸引力是本论文要探

讨的问题遥 到目前为止袁对于艺术如何乡建的理论研

究处于起步阶段袁 主要是研究艺术介入乡村的模式尧

途径以及案例分析遥 基于文化振兴艺术乡建的理论研

究偏少袁从闽北在地文化角度出发研究公共雕塑介入

乡建的研究更是没有先例遥

三尧在地文化视角下公共雕塑介入乡村振

兴的构建机制研究

在地文化袁也叫地域文化袁它是一个地域的名片遥

地域一般具有三个特征院区域性尧人文性和系统性遥 独

一无二的在地化文化能够反映出该地域的历史发展

和文脉传承的脉路袁对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遥 借助延平区艺术乡建的契机袁挖掘巨口乡的在地

文化袁创造具有在地文化元素的公共雕塑袁对延平区

巨口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渊见图 1冤遥

图 1 在地文化下公共雕塑构建机制图

Fig.1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sculpture

under local culture

渊一冤在地文化梳理

野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

总和袁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遥 冶[3]对延平区在地

文化的详细梳理袁能为延平艺术季创作提供文化理论

支撑遥 延平区地处福建中北部袁闽江干流源头袁整体地

形呈野马鞍状冶遥 常年雨水充沛尧物产丰富尧四季分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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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野绿色金子袁百合之乡冶遥 至今已有 1800多年的

历史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袁是中原文化入闽的要道袁

也是福建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袁是理学大家野延平

四贤冶的生活场所遥 延平区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袁人文

底蕴深厚袁享有野东南邹鲁袁理学名邦冶的美称袁优越的

地理位置和人文条件给本地留下大量物质文化遗产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1.物质文化渊古建遗迹尧生态环境尧在地物产冤

2013年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曳中指出院野让

居民望得见山尧看得见水尧记得住乡愁冶袁其中山水就

是自然环境遥 延平区的自然环境是民众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的缩影袁 历史的沉淀逐渐演变成乡村的自然景

观袁呈现出历史发展的痕迹袁这种痕迹具有强烈的在

地化风格遥 如遗存的土厝尧木厝尧祠堂尧石桥尧石板路尧

古井等遥 举办艺术季的巨口乡现有 4个国家级传统村

落袁4个省级传统村落袁约有 600多座建筑特色鲜明的

土厝建筑群袁8个保存完好的土厝建筑群村庄袁如馀庆

村驸马厝尧渃洋旗杆厝尧油坊厝等曰巨口乡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气候袁造就了丰富的在地物产袁如香菇尧茶油尧

百合尧草药尧地瓜尧粉丝尧红菇尧毛竹尧烟草尧多肉等袁其

品质优越袁远近闻名遥

2.非物质文化渊传统技艺尧民俗风情尧传说故事冤

非物质文化袁它不具备物质形态袁却有着艺术价

值和历史价值遥 它是当地人们世代相传袁与村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各种民俗习惯尧语言尧礼仪尧服饰尧传统技

艺尧历史名人故事尧民间传说故事等袁如本土的延平战

胜鼓尧岭炳洋畲歌尧延平塔前大腔金线傀儡尧延平樟湖

崇蛙尧崇蛇民俗尧王台镇黄龙灯舞等遥 还有民间保留的

竹编技艺尧酿酒技艺尧乡村赶圩尧过火坪尧三月三等遥 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加快袁大量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由于年轻人外迁袁有着传统技艺的老艺人都年

事已高袁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现象袁如果再得不到科学

有效的保护袁其传承发展堪忧遥

渊二冤 在地文化视角下公共雕塑介入乡村振兴的

构建原则

公共雕塑是现代生活环境重要组成部分袁正经历

着从现代雕塑到当代雕塑袁从具象造型到抽象主义再

到哲学维度的变化历程遥 它在日常生活中起着美化环

境袁宣扬文化袁美育大众的功能遥 延平艺术季公共雕塑

创作不是生硬地照搬在地传统文化袁那仅仅处于保护

层面袁无法达到在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曰而是需要在

有限的空间尧环境和时间内袁挖掘在地文化的本质袁强

调与村民的沟通袁了解他们的想法袁尊重他们的意见袁

立意于本土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之上曰 再以经济尧环

保的创作材料呈现出来袁并注意公共雕塑与当地环境

融入性以及与公众的互动性遥

1.以人为本渊公众审美尧公众参与尧公众互动冤

野公共雕塑艺术的创作应该尊重城市的文化建

构袁保持城市空间格局袁创新观念袁凸显人文价值遥 以

人为本袁 一切从人文主义精神出发遥 冶[4]公众参与互动

是公共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公共雕塑不能高高在

上袁受人膜拜袁也不能将绘画和架上雕塑的创作方法

直接用在公共雕塑创作中遥 如果一件公共雕塑作品不

能被大众感知和理解袁那这件作品公共艺术的美是不

存在的遥 孙振华曾指出院野只有具备公共性袁雕塑才可

能成为公共雕塑遥 冶公共雕塑作品要以人为本袁要强调

在地文化的内在表达袁符合当地民众的审美袁使公共

雕塑与当地民众生活真正结合袁才能够获得当地民众

的认同感袁民众才愿意与其进行互动遥

2.把握文脉渊文化传承尧文化自信尧文化教育冤

公共雕塑与人们能够建立无言交流的桥梁袁人们

在观看的过程中袁能体会作者传达的语意袁能直观地

感受公共雕塑所传达的文化气息袁具有文化传达的艺

术功能遥 不仅仅是在地文化的呈现袁更是推动在地文

化的传承遥 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袁被公众认可的在地

文化公共雕塑袁容易形成地标式的艺术形式遥 能很大

程度上提升本地居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遥 优秀的公共

雕塑作品袁能立意本土人文历史文化袁融合当地文化

精粹袁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作袁作品具有良好的隐形

教育功能袁使人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受到

作品中文化内涵的影响遥

3.空间融合渊作品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存冤

黑格尔在叶美学曳书中指出院野雕塑作品不是先雕

刻好再考虑它放置的位置袁而是应该在构思过程中思

考它即将摆放的空间位置尧空间形态与外界环境之间

的关系冶袁作为公共艺术之一的公共雕塑袁它最终要安

放在公共环境空间中遥 如果与环境不相容袁脱离整体

环境袁不但不能为公共空间建设增色袁反而会起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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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作用袁最终会遭到公众的遗弃遥 如美国纽约联合

广场上的公共雕塑作品叶倾斜之弧曳袁力量感十足袁非

常巨大遥 但建成后就遭到公众的反对袁原因是作品阻

挡了公众视线与日常行动轨迹袁上班的人们需要好几

分钟才能绕过它袁最终在公众的投诉下被切为三块丢

弃遥 除此之外袁艺术家还要考虑创作材料是否生态环

保尧是否与周围空间相融合遥

渊三冤 在地文化视角下公共雕塑介入乡村振兴的

构建机制

延平乡村艺术季是由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

政府和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共同主办遥 已

经连续举办两届的延平艺术季旨在野保护遗产袁振兴

乡村冶遥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摄影家尧雕塑家尧音乐家尧

设计师等在巨口乡驻地创作袁作品主要集中在巨口乡

的九龙村尧谷园村尧馀庆村尧北坑村四个村落遥 作品包

括公共雕塑尧装置尧绘画尧摄影等近百件公共艺术作

品袁 其中公共雕塑作品最为醒目袁 占总作品量的近

80豫袁而且大部分作品都在古村落尧青山绿水间长期

保留遥野2018中国延平乡村艺术季冶获得国际国家信托

组织渊INTO冤颁发的首届遗产保护卓越奖遥

1.符合在地公众艺术审美

公众对艺术的欣赏受到自身文化教育的制约袁对

艺术作品的喜欢或不喜欢袁具有一定的情绪化遥 根据

布洛夫的野距离矛盾说冶证实袁越复杂的图形越引不起

公众的兴趣曰简单的图形让人们一时感到愉悦袁但也

引不起兴趣曰 难度中等的图形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袁

适合大众的审美情趣遥 艺术家需要关注民众的日常生

活的行为方式袁感受民众的生活规律袁找到民众审美

情趣袁 分析审美特点袁 选择适宜的创作文化背景尧造

型尧材质尧尺寸以及色彩等袁创作出能引起公众审美共

鸣的公共雕塑作品遥 如延平艺术季的雕塑作品叶获曳袁

作品位于谷园村打谷场边渊如图 2冤遥 作者通过驻地考

察袁收集当地创作素材袁将农户每家都要使用的传统

农具风谷机运用到作品中遥 随着机械化器械的使用袁

这种传统农具越来越少使用袁并逐步淘汰遥 作者将风

谷机与人们的美好希望结合袁作品流淌的不仅仅是物

质的收获袁更是人们的记忆和乡愁遥 作者从在地公众

的审美出发袁从创作题材尧材料尧色彩尧作品展示位置

上等方面考虑的当地公众的审美感受袁创作出从环境

中生长出来的作品遥

图 2 叶获曳蒋海岭

Fig.2 The Harvest袁 by Jiang Hailing

2.动员在地公众参与互动

艺术家单纯地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创作袁作品带有

很强的个人色彩袁 那是艺术家认为的村民生活状态袁

而非村民眼中的生活状态遥 但公众参与互动并不是简

单地理解民众来看作品袁来参与帮忙制作作品袁而是

作品真正与当地民众发生联系遥 在创作构思和创作阶

段邀请村民一起互动尧交流袁与艺术家的思想进行磨

合与碰撞遥 艺术家尊重村民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袁并从

交流中认识到村民对在地文化理解对和艺术形式的

认知袁从而指导艺术家的创作思路袁比如曾焕光作品

叶笼子曳渊如图 3冤袁 是在地公众参与互动很强的一件作

品袁是艺术家长时间驻地创作与当地村民互动的一件

作品遥 作者利用本地的竹子袁将村上日常生活中关小

鸡尧小鸭的笼子放大成为人的活动空间遥 作品空间内

悬挂着田间地头采集来的各种植物袁这些植物包括食

物尧药物和祭祀用的花草遥 地面上铺满村民刚收割的

稻草编织的草席遥 整个作品是一个与生活和生命息息

相关的空间遥 艺术家驻地创作袁利用本地的物件尧本地

的材料袁与村上的竹篾工尧编制工一起交流袁一起制

作袁村民在参与过程中有机会贡献自己的才智袁艺术

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受到传统工艺的启发袁村民也在参

与过程中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遥 村民的参与互动袁具

有极强的代表性袁能够代表着在地村民的审美与认知袁

从而得到村民的接受袁 也能更好地调动村民参与的积

极性遥 真正实现了公共雕塑与生态环境的健康和谐发

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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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叶笼子曳曾焕光

Fig.3 The Cage袁 by Zeng Huanguang

3.呈现在地文化创作主题

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习俗构成了在地文化的独特

性袁巨口乡丰富的地域文化为公共雕塑创作提供了多

元的元素遥 公共雕塑作品的形式语言与反应的内涵尧

环境相融合袁艺术家不是思考如何与在地文化的妥协

和折中袁而是去寻找在地文化的野精神本质冶袁作品纯

粹地再现在地文化精神本质袁让其成为一种精神思想

的指引袁而非一目了然的呈现遥 如沈也作品叶撞音曳袁荆

艺兵作品叶九龙怀古曳袁徐治国作品叶丰塔曳袁都是从在

地文化入手创作袁根植于当地文化环境遥 置于岭根村

书斋旧址上的雕塑作品叶撞音曳渊如图 4冤袁作者将旧址

上的亭子复原袁中部悬挂一块铸铁野石块冶袁石块周围

不同角度悬挂着作者从村民手中收集的各种农具袁如

镰刀尧锄头尧柴刀尧扫帚尧铲子等袁并以此撞击野铁钟冶袁

能够发出各种响声袁声音浑厚悠远袁意喻先辈保佑子

孙丰收吉祥遥 这些呈现在地文化主题的公共雕塑作品

成为了记录文化尧传承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遥

图 4 叶撞音曳沈也

Fig.4 The Colliding Sound袁 by Shen Ye.

4.采用在地式的创作材料

公共雕塑创作形式的多样性袁决定着创作材料的

丰富性遥 作为艺术乡建项目袁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需

要考虑所使用的材料是否经济环保袁充分利用乡村的

自然资源袁尽量采用在地式的原始材料袁如尧竹木尧稻

草尧泥土尧旧石板等袁以达到生态节约的效果袁并且不

同区域需要选择不同材质进行创作遥 如荷兰艺术家

Hans Mes作品叶什么是剩与离曳袁将在村上老房子里捡

到的一副牛骨架进行悬挂组合遥 蒋海岭作品叶筑曳以本

地的土厝黏土尧干草尧稻糠尧碎陶片为原材料袁仿照虎

斑泥壶蜂和泥雀的筑巢方式袁塑造大小形状各异的泥

巢袁固定在有人居住的土厝外墙遥 罗永进作品叶大珠小

珠落玉盘曳袁借用当地好口彩的习俗袁将村上的一个老

猪圈与人们美好期盼结合袁让消失的传统生活方式的

实证得以保存遥

5.进行在地式的创作实践

艺术乡建的本质是将艺术与生活的高度结合袁结

合乡村的历史尧传统文化尧习俗再进行创作袁通过村民

与作品的交流袁给于民众文化自信遥 创作实践过程离

不开生活经验袁只有深入乡村生活袁才能对在地文化

有更深入的理解袁才能更好地指导创作实践遥 马运灿

作品叶山里书房曳渊如图 5冤袁作者通过驻地深入了解到

本地自古以来非常重视教育袁希望通过教育连接外面

的世界遥 作者构思野书房冶主题袁采用本地的石条尧石

板尧毛石袁和当地民众一起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在地创

作实践遥 正如作者所说院野山里书房就像一扇窗户袁

连接着外面的世界袁你可以望出去或看回来袁在如此

美好的天地山水之间遥 冶

图 5 叶山里书房曳马运灿

Fig.5 The Study in the Mountain袁 by Ma Yun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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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Sculpture Involv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ulture

要要要Taking Yanping Art Season in Nanping,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IANG Hailing

(School of Art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re is an evolution process of extensive urbanization in rural area,

and has aroused extensive attention of society. The state introduced some policies such as 野building beautiful rural areas冶野rural revitaliza鄄

tion冶. Through the expatiation of public art and public sculpture, the paper untangl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 on the construc鄄

tion of art countryside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analyzes the dilemmas of public sculpture involved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Com鄄

bining with the practical case of public sculpture involved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of art in Yanping, based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Nan鄄

ping, Fujian,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sculpture involved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of art and discusses the related re鄄

search mechanism so as to explore the new approaches of local culture protection and culture heritage in north Fujian.

Key words: local culture; public sculptur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6.注重与空间环境的融合

乡村的空间包括公共活动空间尧建筑空间尧耕作

空间以及自然空间等袁其中公共雕塑主要放置在公共

活动空间袁 而公共活动空间承担着村民的日常活动尧

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袁创作时注重对在地化文化

元素的提取袁通过公共雕塑表现出来曰另一方面袁需要

因地制宜袁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袁在不破坏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进行公共雕塑的创作袁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遥 如沈也作品叶土厝生金曳袁金光闪闪的野石块冶与

九龙村的黄金厝融合在一起袁诉说着九龙村的美丽传

说遥罗永进作品叶龙喉锁钥曳袁借用古厝里遗存的东西袁

构架出永恒与坚守袁 作为古道三岔口的镇守恰如其

分遥作者在设计制作过程中充分考虑作品与特定的公

共空间的关系袁达到与空间环境的融合遥

四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民族的文化根基在乡村袁乡村的慢生

活不该成为落后的标志袁 它是另外一种生存方式袁通

过公共雕塑介入乡建的原则和机制来呼吁人们正确

认知乡村生活方式袁保护乡村的文化传统遥 采取符合

民众的审美袁鼓励民众参与袁凸显在地文化内涵曰采用

在地创作材料袁进行在地化创作实践以及注重作品与

周围环境的协调袁希望以此提升民众的艺术审美和文

化自信袁传承在地化传统文化袁达到公共雕塑作品尧人

和环境能够长久和谐共同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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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袁书吧设计的风格

越来越多样化袁对于满足视觉障碍群体室内无障碍设

计的实用性设计也都在创新当中遥 本论文以广西壮族

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 11号一楼的书吧设计项

目为例袁根据视觉障碍者的心理尧生理尧行为特征等不

同程度的障碍袁运用工业风裸墙尧木质尧金属等材质和

高纯度的色彩对无障碍室内空间进行设计袁致力于创

造出满足视觉障碍群体感知需求的无障碍室内空间

设计遥

一尧项目概述

渊一冤项目背景

本项目地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教

育路 11号一楼袁设计面积为 683m2遥 项目地址周围有

居民住宅尧学校尧公司尧商店等场所袁且青秀区接近青秀

山 5A级景区袁环境优美袁交通便利袁地理位置优越遥

虽然项目地理位置优越袁 但是也存在着很多弊

端遥 南宁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袁现今南宁市的

很多图书馆都没有设置视觉障碍群体专属的阅览空

间袁视觉障碍群体缺乏获得知识的途径袁特别是其本

身在日常生活中袁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袁因而加强视

觉障碍群体文化建设袁为视觉障碍群体提供专属的空

间尤为重要遥

渊二冤项目意义

无障碍设计是以关爱弱势群体为指导思想袁以营

造和谐尧安全尧亲切的人居环境袁通过对人的意识尧行

为尧反应的研究达到减少障碍的目的袁创造一切为人

所需要的设计遥 项目设计从野无窑碍冶这个主题概念出

发袁通过视觉障碍群体视觉尧触觉尧听觉尧嗅觉等方面

对空间的感知需求进行设计构思袁结合视觉障碍者的

空间需求尺度袁设计出一个能满足视觉障碍者感知需

求的空间[1]袁营造出安全尧舒适的环境来吸引视觉障碍

读者遥 同时袁便捷尧整体尧安全尧文化及通用的无障碍室

内环境有助于视觉障碍者更深层次的感知室内阅读

环境袁消除内心对不明环境的紧张感袁便于视觉障碍

者能更安心的在书吧中进行阅读活动袁丰富自身知识

素养袁享受生活乐趣遥 一个能满足视觉障碍群体需求

的书吧设计袁不仅给予视觉障碍群体享受物质生活与

实现精神追求的场所袁而且更能激发人们关爱弱势群

体袁促进视觉障碍群体融入社会之中遥

渊三冤项目特点

无障碍书吧室内空间设计从听觉尧触觉等五感来

满足视觉障碍者的多种感知行为需求袁其一是在空间

收稿日期院2019-06-07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S170514冤遥

作者简介院李建建渊1986-冤袁男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环境

设计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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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计方面袁主要表现在院门洞处不设门槛袁设置

感应门及语音提示系统袁卫生间门上设置男女标志门

牌与盲文指示标曰地面保持平坦袁铺设凸点图案和条

形图案的盲道砖袁提醒视觉障碍者空间的转变曰书架尧

墙面尧卫生设施设置安全扶手曰书架设置汉字与盲文

结合的书籍分类牌及人工服务等通过触觉尧听觉方面

的辅助引导设施袁提高视觉障碍者辨认空间环境的能

力袁营造出一个适用于视觉障碍者感到舒适尧安全尧亲

切的书吧空间遥 其二袁书吧空间针对全盲者尧弱视者尧

视力局部缺陷者等不同程度的视觉障碍群体会采用

不同的辅助阅读方式袁 对于全盲者配置盲文阅读书

籍尧有声书籍曰对于弱视者配置光学辅助设备尧助视

器曰对于视力局部缺陷者在设施上采用醒目的标识颜

色袁助于识别图书内容遥 上述多个辅助阅读的方式利

于解决视觉障碍者的阅读需求袁 实现无障碍的阅读遥

其三袁书吧设有嗅觉尧触觉尧听觉多功能体验区遥 当视

觉障碍的人群在陌生的环境中袁 可以利用听觉设备袁

将其与语音设备结合起来演变成一个指向工具袁例

如院在不同的区域里搭配不同的声音轨道袁用有特色

的音频代表这一区域的主题性袁进而突出主题又能辨

明位置[2]遥 室内体验区陈列了许多工艺品尧画作尧气味

瓶尧音频等体验物品袁顾客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进行嗅觉尧触觉尧听觉体验袁感受自然与工艺不同的

美遥 最后袁无障碍书吧设有图书服务便利点袁针对不便

出行的视觉障碍者提供免费上门送书及音像材料的

服务袁以激发视觉障碍者对阅读的热情袁同时促进他

们提高自身知识素养袁丰富生活袁享受生活遥

二尧项目素材的收集与整理

渊一冤设计元素

水泥纹理曰外露管材曰原木材质曰高纯度色彩等遥

渊二冤设计元素的体现

在整个书吧的设计中袁主要先从视觉障碍群体对

于色彩的感知需求为思路袁在地面主要采用了水泥纹

理的盲道砖与地砖袁在保证视觉障碍者能根据盲道砖

纹理行走的同时袁地面与墙面材质整体相协调遥 在门

窗构架与吊顶的材质选择上采用了金属材质袁黑色的

金属材质与水泥纹理的使用使空间形成一个黑尧灰色

的基础色调袁搭配外露的管材尧高纯度色彩的原木家

具及无障碍设施使空间色彩更加丰富袁色彩上的强烈

对比不仅能使弱势者更直观的感受空间色彩环境袁也

能使常人的视觉感知更加强烈袁更快速的感受空间色

彩信息遥 在空间所运用的设计元素皆以间接尧直接的

减少障碍为目的袁 通过元素相互协调的运用在设计

中袁营造出具工业气息的特色无障碍空间环境袁用设

计改变视觉障碍者汲取知识的现状袁帮助他们克服阅

读的困难袁为他们阅读生活提供极大的便利[3]遥

三尧项目设计

渊一冤项目方案设计概念

本项目设计概念以野无窑碍冶为主题袁从当前视觉

障碍群体缺乏适用的阅览空间尧公共空间缺乏无障碍

环境设施尧视觉障碍群体缺乏获得知识的途径与享受

阅读生活的场所等社会现状进行深入探讨袁以设计出

便捷尧整体尧安全尧文化及通用的无障碍环境为目标袁

把工业风的设计元素和规范的无障碍设施结合起来袁

设计出便于视觉障碍群体无障碍进行阅读行为的无

障碍空间袁让空间更具社会意义遥

野无窑碍冶书吧的设计主要遵循了视觉障碍群体的

感知特点袁充分了解了视觉障碍者的心理尧生理尧行为

特征的障碍[4]袁采用工业风裸墙尧木质尧金属等材质和

高纯度的色彩进行设计袁 以空间无障碍来体现 野无窑

碍冶这一主题遥

渊二冤项目整体规划与设计

1.风格定位

渊1冤工业风格曰渊2冤风格特点院个性尧前卫尧自由曰

渊3冤工业风格与无障碍环境设计的融合曰渊4冤色彩对比

强烈袁空间无障碍的体现曰渊5冤材质采用水泥尧石材尧木

质尧皮质尧玻璃尧金属等多种材质搭配曰渊6冤无障碍环境

的塑造遥

2.规划与设计阐述

渊1冤空间布局院大厅尧收银区尧电子查阅区尧体验

区尧阅览区尧电子阅览室尧卫生间等遥

在无障碍书吧的设计中袁 空间布局各具功能袁大

厅尧收银区尧电子查阅区主要以人工服务为主袁为视觉

障碍顾客提供引导提示尧信息查询尧解决问题尧收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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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等服务袁在此工作人员应提供亲切尧耐心尧平等的服

务袁增进彼此的情感交流遥 渊如图 1大厅冤

图 1 大厅渊自绘冤

Fig.1 hall

体验区包括嗅觉尧触觉尧听觉体验区袁设计主要以

空间原木色组合柜的形式展现袁不同功能区域的组合

柜中陈列了多种不同香味的气味瓶袁读者在参阅寻找

书目时可以利用嗅觉将空间整体进行分割整合袁在交

通路线中人们顺着特有的味道就能寻到自己的目的

地袁不仅便捷也很新鲜有趣遥 通过对体验区中的气体尧

工艺品和画作的体验袁引发视觉障碍者的联想袁感受

生活中的味道与工艺美袁带给他们美的感受遥

阅览区与电子阅览室是视觉障碍者主要进行阅

览行为的场所袁空间中的盲道砖尧语音引导尧触摸指示

标志与色彩信息等设计语言能帮助视觉障碍者更加

安全便捷的在空间进行活动袁并且增强视觉障碍者的

自助能力袁像常人一样生活遥 渊如图 2阅览区冤

图 2 阅览区渊自绘冤

Fig.2 Reading area

卫生间的设计依据视觉障碍者的空间尺寸需求

进行设计袁空间地面无遮挡物袁减少障碍袁给视觉障碍

读者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空间袁并且在卫生间马桶小

便池等地方设置支撑和引导性作用的黄色扶手袁有利

于辅助视觉障碍者识别环境袁 在空间活动更加自如遥

同时袁 在空间过道的设计中主要考虑到空间的安全

性袁 需要设置引导性的安全扶手与触摸标识信息袁确

保空间的安全性尧可达性遥 渊如图 3卫生间冤

图 3 卫生间渊自绘冤

Fig.3 Bathroom

渊2冤设计风格院工业风格其整体的布局具有个性尧

前卫以及自由等特点[5]遥在野以人为本冶的设计理念下袁

书吧的整体空间的设计以满足视觉障碍者的无障碍

需求为前提遥 由于低视者对高纯度的红尧黄尧蓝三原色

视觉感知能力较好袁所以在书吧的空间设计中袁主要

营造一种反差效果遥 地面与墙面为灰色调的水泥材

质袁空间家具尧灯具及无障碍扶手等设施则采用高纯

度的色彩袁让空间在视觉上形成强烈对比袁便于低视

者感知环境遥 同时袁书吧中灰色的水泥墙尧裸露的管线

设计尧原木色的书架尧高纯度色彩的无障碍设施噎噎

彰显了工业风格与无障碍环境设施的融合袁空间更为

人性化遥

渊3冤设计特点院从弱势群体的感知需求进行思考袁

针对视觉障碍者活动能力较差的问题袁通过采用工业

风格的设计元素袁把通用的无障碍设计运用到书吧空

间中袁以此营造一个无障碍的书吧空间袁让视觉障碍

者能在书吧空间自如的进行活动袁获取知识袁提高生

活质量袁更快的融入社会遥

3.设计语言

在整个书吧空间的设计中袁设计风格为统一的工

业风格遥 主要考虑到视觉障碍群体对于空间的尺度感

与常人不同袁因此在空间环境的设计中出入口设置语

音引导系统袁地面保持平坦袁书架尧过道尧卫生间增设

李建建袁等院针对视觉障碍群体对象的无障碍书吧设计 75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0年第 8期

扶手与引导设置袁书架与卫生间门口提示标志醒目且

可识别袁减少空间设施的摆放袁为视觉障碍者提供安

全尧便捷的空间环境遥整个设计中工业风格主要体现在

色彩的运用上袁空间水泥肌理的地面尧墙面与金属材质

门尧窗尧吊顶形成了黑尧灰基础色调袁高纯度色彩的家具

与无障碍设施色彩浓重艳丽袁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袁使

空间更适用于视觉障碍群体的视觉感知需求遥

四尧结语

书吧空间是一个提供人们学习知识尧 休闲娱乐尧

进行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的场所遥 在书吧无障碍环境

的设计中袁本着野以人为本冶的设计理念袁关爱弱势群

体的指导思想袁根据便捷尧整体尧安全尧文化及通用的

无障碍环境进行规划遥 项目以野基于视觉障碍群体对

象的无障碍书吧设计研究冶为微小的研究点袁探讨视

觉障碍群体的无障碍空间应该如何通过触觉尧 听觉尧

嗅觉等方面的设计满足其感知需求遥 通过最具人性化

的无障碍空间设计袁 培养和增强他们的自助能力袁改

变他们的现状袁让他们能在无障碍的空间环境中享受

生活袁充实自己袁更好的融入社会袁这也是社会对视觉

障碍群体的重视与关爱的重要体现遥 同时袁书吧空间

应从视觉障碍群体的特殊需求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和归

宿遥根据视觉障碍群体对书吧空间需求分类分析袁结合

不同需求的特点和特征袁 设计出无障碍化的书吧公共

空间与环境袁使之都能适用于每一位使用者的需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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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袁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野四个自信冶中袁强调了文化自信的地位院更基础尧更广

泛尧更深厚袁也是更基本尧更深沉尧更持久的力量遥中国

的传统文化作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养料袁

是我国最深厚的软文化实力遥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袁在我国袁不同的地区有着不

同的地域色彩元素袁中国结尧皮影戏尧戏剧花脸尧传统

服装等袁这些代表了传统文化的元素也已经走出国门袁

为世界所接受和喜爱遥 拍胸舞起源于泉州袁 其风格独

特袁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袁

也是闽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传统舞蹈之一[1-2]遥 随

着传统文化元素的兴起袁这种舞蹈也逐渐走入了人们

的视野袁为了更好地推广拍胸舞袁使其走出国门袁冲向

世界舞台袁考虑将拍胸舞中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到文

创设计中遥 基于上述背景袁本文以泉州拍胸舞为例袁研

究了传统文化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袁在向世界展

现中国传统元素的同时袁 也使人们更加了解拍胸舞袁

并探讨文创设计未来的发展趋势袁为今后文创设计中

融入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提供参考依据遥

二尧传统文化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

渊一冤挖掘拍胸舞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通过查阅资料和录像观察袁对选取的拍胸舞作品

进行分析袁主要在配乐尧动作以及舞蹈主题中完成传

统文化元素的挖掘遥 传统文化元素作为能够传递文化

信息的载体袁被人们赋予不同的社会属性袁具有很强

的抽象性袁不同的文化元素会带给人不同的联想遥 例

如袁提到长城就会想到北京袁这种价值是文化元素与

大众认知共同创造的遥 拍胸舞最初起源于泉州袁是一

种古老的舞蹈形式袁又称为野乞丐舞冶袁传统的拍胸舞

配乐是野莲花落冶中的叶三千两金曳袁后陆续采用了叶风

打梨曳叶正月点灯红曳叶元宵十五曳叶直入花园曳以及叶海

思欢潮曳等比较欢快的乐曲袁不同的乐曲表达了不同

的情感袁也会辅以不同的舞蹈动作[3-4]遥 通过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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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乐曲袁从中挖掘出一些中国传统的伴奏乐器遥 通

过分析拍胸舞视频中的每帧画面袁发现很多舞蹈动作

中包含了古闽越地区在祭祀中经常用到的动作袁且传

统的拍胸舞表演者在表演时会赤裸上身袁舞蹈整体强

调手掌拍打身体时发出的响声袁其表演形式如图 1遥

渊a冤表演形态 1

(a) Performance form 1

渊b冤表演形态 2

(b) Performance form 2

图 1 拍胸舞的表演形态

Fig. 1 Performance form of chest beating dance

从上图可以看出袁在拍胸舞中袁舞蹈语言不是单

一的肢体动作袁而是一种能够综合多种表现手段的传

达方式袁在塑造舞蹈形象的同时袁也反映出当时社会

生活的一种状态袁表现出舞蹈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评价

和理想状态遥 由于表演者的身份背景和生活阅历各不

相同袁因此袁为观众呈现出的舞蹈角色尧舞蹈动作以及

表达出的情感也有所不同遥

在挖掘服装元素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袁 拍胸舞的表

演形态保留了古闽越文化的遗风袁 表演者所戴草箍上

的蛇形头饰为草绳箍袁前端向上翘起 3-4寸袁在尾端有

一段红髻索袁在跳舞时红髻索随着表演者上下跳跃袁宛

若蛇之吐信袁 还原了秦汉闽越族原住民对蛇图腾的崇

拜[5-6]遥 古闽越人居住在八闽大地袁其亚热带气候使蛇

类大量繁殖袁形成了蛇图腾崇拜袁这种蛇形头饰在形

式上保留了古人的祭祀传统袁这也是传统文化元素在

拍胸舞中的体现之一遥 因此袁想要将拍胸舞中蕴含的

舞蹈音乐尧经典舞蹈动作以及独特的配饰等传统文化

元素融入到文创设计中袁且使受众更多袁还需要将这

些传统文化元素进行解构与重组袁使传统文化元素与

文创设计结合得更加自然遥

渊二冤解构与重组传统文化元素

从拍胸舞中挖掘到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后袁

还要经过形态的结构和重组袁才能完成文创设计和传

统文化元素的融合遥 拍胸舞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经过历

史的沉淀袁蕴含一定的历史痕迹袁如果直接使用袁会造

成产品与设计之间不和谐的情况遥 拍胸舞的文创产品

是将文化资产转化为兼具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设

计过程袁在追求造型与美感的同时袁也不能忽视其实

用价值[7-8]遥在进行创新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到承载的历

史尧发展的过程等多方面的设计要素遥 对传统文化元

素进行解构和重组袁 是将传统文化元素与新文化尧新

工艺尧新材料相结合袁分解原有的形态袁加入新的配色

或设计元素进行重组遥

以融入了拍胸舞头饰为主要元素的发簪设计为

例袁以拍胸舞表演者所带的头饰为基础袁经过解构与

变形设计而成袁在设计中大胆运用明艳的色彩袁不仅

呈现出层次丰富的冷色调袁整体色调也更加贴近于拍

胸舞的历史感[9-10]遥对于拍胸舞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来

说袁从本质上进行解构和色彩提取袁进行信息加工袁能

够组成新的产品符号遥 为了适应时代需求袁打散传统

的元素袁使其分裂尧变形袁通过常用的形式将元素异

化袁并与其他元素重组袁得到新的文创设计产品遥

在拍胸舞众多的传统形象元素中袁选取造型上的

局部构成和线条袁将造型元素进行分解和简化袁将原

有特征运用到文创设计产品中袁 并赋予产品新的功

能袁以扇面设计为例袁将拍胸舞人物轮廓化袁利用简单

的线条勾勒出主要造型袁在设计上以平滑的线和阴影

面表现造型袁清晰地展现舞者的神态动作袁不仅具有

实用性袁更具有独特的欣赏性和装饰性袁创造出了产

品本身价值之外的艺术价值遥 将传统文化元素重新解

构袁衍生出新的时代文化尧地域文化袁从功能尧形态尧色

彩等多方面解构文化符号袁将这些解构重组过的文化

符号应用到文创设计中袁使二者得到有机的整合遥

渊三冤完成文创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

为了符合大众消费的审美袁将挖掘出的传统文化

78窑 窑



元素经过解构与重组后袁融入到文创设计中遥 文创设

计具有产业化和艺术化的双重性质袁既是文化品也是

消费品袁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袁坚持以文化为本袁使产

品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遥 传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中

的融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院营造意境尧对传统文

化元素的巧妙转化以及利用叙事性方法进行产品设

计遥 将处理后的动作元素融入到泥塑中袁制作成泥塑

摆件袁如图 2遥

图 2 拍胸舞动作题材泥塑摆件

Fig. 2 Clay sculpture ornament with action theme of

chest clapping dance

从上图可以看出袁利用拍胸舞动作元素制造出的

拍胸舞题材摆件形态各异袁活灵活现袁其表演风格属

于粗狂古朴型袁豪迈奔放袁自由活泼袁且表演者为男

性袁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遥 泥塑摆件体现出的动作中袁

综合了头部尧颈部尧四肢的动作袁集体演绎一段舞蹈袁

传统文化元素中所包含的文化含义才能真正地展现

出来遥

拍胸舞能够展示出来的寓意相对于现在的文化

来说袁还是比较单一的袁可以通过转化传统文化元素

寓意来增强文创作品的实用性遥 准确深刻地把握传统

文化的精髓袁在把握传统文化的野形冶和野意冶的同时袁

抓住主要特征袁通过产品内涵袁转化成实用的文创产

品遥 以融入拍胸舞元素的剪纸作品为例袁剪纸作品中

可以包含传统文化元素的代表袁如拍胸舞尧汉字尧兽纹

等图案袁并且利用拍胸舞舞者替代剪纸汉字中的偏旁

部首袁更具有文化色彩遥 但是单个剪纸作品在叙事性

方面的表现力还比较弱袁 在进行文创产品设计时袁可

以利用一系列剪纸作品进行组合袁抓住故事叙述的主

要特征袁设计出带有叙事性线索的购物袋袁将体现的

内涵融入到文创设计中袁从而获得使用者的共鸣遥 将

拍胸舞舞者的具象形态动漫化袁以抽象和简洁的线条

作为构造元素袁造型置于剪纸的两端袁镂空设计在产

品中可以使绘制图形时更加容易和便捷遥 用于制作专

属的个人印记袁贴合消费者的情怀袁以叙事的方式展

现出想要表达的情景以及故事情节袁对野形冶和野意冶的

体现更加丰富袁可以增强用户的体验效果遥

音乐和舞蹈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袁 在拍胸舞表演

中袁音乐也是必不可少的袁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遥 不同地区的音乐蕴含着当

地的文化内涵袁 拍胸舞作为我国地方民族的舞蹈袁是

由我国传统的文化背景熏陶而成袁在风格特点和肢体

动作方面都比较适合于当地人遥 将拍胸舞独特的造型

配饰作为拍胸舞的代表性标志提炼出来袁搭配拍胸舞

音乐袁迎合当下的主流审美袁将这种标志性传统元素

与现在的流行元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袁设计出一种电子

发声的玩偶袁如图 3遥

图 3 小黄人与拍胸舞元素的有机结合的电子玩偶

Fig. 3 The electronic doll wit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little yellow man and chest dance elements

上图中袁采用了当下比较时尚的动漫人物要要要小

黄人袁利用拍胸舞元素中的蛇形头饰与腰扎红布带作

为配饰袁在保留原有人物特点的同时袁融入拍胸舞的

动作元素和音乐元素遥 在通电状态下袁小黄人能够搭

配拍胸舞音乐进行舞蹈袁利用野打七响冶作为基本韵

律袁 配合双手击打身体不同部位发出七响为特色袁双

手击拍配合顿足声音袁形成野七响冶袁在玩偶的动作中

赋予一些韵律尧节奏尧力度尧速度以及身体控制力等多

种要素袁设计其步伐风格以野蹲尧跺尧晃冶为主要动作袁

以最初的单一横晃尧单拍掌动作为基础袁也加入了很

多难度较大的动作院 凌空双拍掌要要要野青蛙捕蚊冶动

作袁双拍胸屈膝坐要要要野蝎子摆尾冶动作袁八字步和加

令跳步要要要野矮子步螃蟹走冶动作袁此外袁还有野八拍雄

姿冶尧野大阉鸡行冶尧野半月斜影冶等经典动作袁经过传统

文化元素的挖掘和不断地创新尧丰富袁交叉变化互相

配合袁构成了一条包括体态尧韵律尧动作技巧和基本姿

态相互作用的规律线袁体现舞蹈动作的完整性袁在最

大程度上融入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遥 为了更好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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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延续传统文化元素的文创设计袁在文创设计中使用

具有中国韵味的背景音乐袁使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的内涵袁提高文创设计的国民接受度遥 在玩偶

的配乐中袁也使用了中国的传统演奏乐器袁大唢呐与

大堂鼓袁与拍胸舞本身相辅相成遥 动作与情绪和缓时袁

鼓点声小或轻敲鼓沿来打节奏曰 动作情绪热烈时袁鼓

点轰击袁加入大唢呐明快激昂的旋律袁在展示舞蹈本

身律动特点的同时袁动作也会得到协调袁表现出人在

天地之间生存尧搏斗的原始意识和感慨情绪袁在视觉

和听觉两方面的结合下袁营造震撼人心的场景袁使整

个设计看起来有新意又不失和谐袁完成文创设计与传

统文化元素的深度融合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遥

三尧结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

晶袁近年来也逐渐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遥 传统文化

元素应用在文创设计中的案例屡见不鲜袁但是如何将

传统文化元素更恰当地应用在文创设计中是当前研

究热点袁 为此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应

用要要要以泉州拍胸舞为例遥 随着传统文化元素的兴

起袁这种舞蹈也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袁通过查阅资

料挖掘野拍胸舞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袁从多方面

进行分析袁将提炼出的传统文化元素与文创设计有机

整合到一起遥 通过将多种设计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文创设计袁 完成文创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袁在

保留实用性的同时兼顾欣赏性尧 装饰性以及艺术性袁

在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元素的同时袁也使人们更加了

解拍胸舞并探讨文创设计未来的发展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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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要要要Taking Quanzhou Chest Dance As an Example

ZHU Wenjuan
(School of Creative Design, Quanzho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The fusion degree between the exist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s poor, so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take Quanzhou clap breast dance as an

example. Through access to information, from "clap breast dance" in the form of music, accompaniment instrument, action, performance,

clothing accessories that contains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mbined with modern design methods, to dig out th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shape of deconstruction, colour extraction, simplified abstract, restructuring modelling method

for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 it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indif鄄

ferent forms, and transformed into practic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while retaining the practicality, appreciation, decoration and

artistry, it hop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into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clap breast dance; element deconstruction; element re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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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重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袁努力探

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袁是我国地方高校需要高度关

注并努力破解的难题遥 实施产教融合既是提高地方本

科高校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能力的迫切需要袁也是推

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内涵式发展的重要

着力点遥 如何牢牢抓住产教融合主线袁建立多方联动

的协同培养机制袁探索开放性尧立体式的高校人才培

养模式袁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袁是文章研究

的重点遥

一尧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袁人才培养模式往往与

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相适应尧相匹配袁并随着不同阶

段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进和变革遥地方本

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急需

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遥 但面对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和新要求袁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的新需求袁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也存在一些

需要改进的问题遥

渊一冤人才培养目标与其实际达成情况不吻合

目前袁地方高校如何转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遥 地方本科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已基本

达成共识袁 在发展目标确定和道路选择的问题上袁大

部分地方高校都以努力培养地方和行业急需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袁并在其人才培养方案中明确提

出院野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袁具备较好的人文

品质尧科学素养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遥 冶但在现实中袁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在这

些地方高校没有贯彻始终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和

举措并没有落到实处曰 或者只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袁

做些机械的模块式拼凑袁日常教学工作并未把应用型

人才培养作为其目标和导向袁培养的人才也难以很好

地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需求遥

渊二冤专业课程设置中企业社会融合参与度不高

人才培养不仅是政府尧高校与企业的责任袁同时

也需要社会组织尧公众等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遥 [1]

专业课程设置是决定培养什么样的专业人才的核心

要素遥 教育部下发的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曳渊简称叶国标曳冤为高校专业设置提供了

基本遵循袁 相同的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需基本满足

叶国标曳要求袁但学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和实际对基础

课程和选修课程进行适当调整遥 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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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的设置上缺乏有效依据和有力

支撑袁存在按领导个人观念尧依赖师资情况设置课程

等情况遥 [2]为提高专业课程设置质量袁一些学校在人才

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袁积极引入企事业单位尧社会

组织骨干参与袁但受制度不完善尧执行不到位等影响袁

相关单位和组织在专业课程设置中参与度较低袁导致

专业课程质量不高袁 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切合度偏

低遥

渊三冤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尧教学内容不完善

我国高校课程体系普遍采用三段式课程模式院公

共基础课程尧专业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程袁这些课程按

照从基础课程到专业课程袁从理论知识到实践环节的

逻辑顺序排列遥 三段式的课程模式强调知识的全面

性尧系统性尧逻辑性袁课程设置仍以系统的理论知识为

主袁实践教学为辅遥 受此影响袁不少地方应用型本科高

校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上袁 仍以科学知识体系为中心袁

存在不同程度重理论轻实践尧 重知识轻应用的现象袁

导致专业课程体系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等尧不均衡遥 同

时袁不少应用型本科地方高校教学内容仍然存在野理

论和实践两张皮冶的问题袁理论课就是从理论到理论

的分析讲解袁 没有充分考虑实践环节和知识运用袁实

践内容没有很好地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袁理论和实践

难以很好的融会贯通遥

渊四冤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更新与行业要求有差距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师资准入制度袁强调学历和毕

业学校的类型层次作为招聘教师的主要标准和门槛遥

因此大量野由学校走入学校冶缺乏专业实践能力的普

通高校毕业的硕士生尧博士生进入到地方性本科院校

教师行列袁这些教师在接受普通高等教育时袁经历的

大多都是传统的培养模式袁 缺乏足够的实践训练袁专

业实践能力先天不足遥 同时袁地方性本科院校普遍存

在知识与技能更新不足现象袁表现在专任教师参加专

业培训率不高尧 深入生产一线进行专业实践机会不

多尧参加生产实践的时间不足尧参加工作后获得专业

技能证书的教师占比较低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袁专

业技术特别是应用型技术更新变化迅速袁教师缺乏及

时的专业实践能力的再培训袁将很难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袁培养的学生被社会接纳率也将大大降低遥

二尧产教融合的内涵及基本模式分析

近年来袁国家高度重视产教融合袁颁布了一系列

文件尧意见与措施遥 2017年 12 月袁国务院颁布叶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曳袁 要求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

合发展格局尧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尧促进产教

供需双向对接等方面 30 条措施遥 2019年 9月袁在国

家发改委尧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的叶国家产教融合建

设试点实施方案曳中提出院野深化产教融合袁促进教育

链尧人才链与产业链尧创新链有机衔接袁是推动教育优

先发展尧人才引领发展尧产业创新发展尧经济高质量发

展相互贯通尧相互协同尧相互促进的战略性举措遥 冶地

方应用型本科高校袁大多由单一的专科学校或由职业

技术学院晋升为本科院校袁 办学条件有待进一步完

善袁向应用型大学转型经验不足袁因此袁研究如何推进

学校与政府尧企业合作袁推进产教融合袁促进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势在必行遥

渊一冤产教融合的内涵

野产教融合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袁其最早提出

于 2014年的文件 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的决定曳中袁作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总体要求和

基本原则遥 随着时代发展袁人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

更紧密的联结袁产教融合相继被写入野双一流冶建设尧

应用型人才培养等系列政策文件袁成为国家优化高等

教育供给侧结构尧助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

措遥 [3]产教融合是产业链与教育链的全方位融合袁通过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对接袁重塑

人才培养体系袁强化企业运营链袁打造野标准认证体

系-卓越人才联盟-创新知识融合冶三位一体的协同育

人成长体系遥

渊二冤产教融合的基本模式

产教融合的本质是校企双方资源的互惠互利遥 高

校借助企业的资源袁在人才培养渊对学生冤尧科学研究

渊对教师冤和服务社会渊对学校冤等方面快速提升袁从而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尧提升师资队伍教学和

科研能力尧提高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遥 [4]企业通过教育

资源尧政府政策与自身内部资源的整合袁一方面袁希望

全方位节约成本袁提高产品研发尧技术引进尧设备升级

等产业价值链各节点运营管理效率袁提升企业整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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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曰另一方面袁通过高质量师资尧生源进行便捷高效的

人才选择及创新科研成果的持续供给袁以强化各类人

才培养尧塑造优秀企业文化袁推进长远战略执行袁提升

可持续竞争力遥 此外袁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尧专业孵

化器尧行业协会尧中介机构等作为校企之间的连接桥

梁袁将促进融合成员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袁为融合区的

持续创新提供有力支撑遥 因此袁从校企双方的利益诉

求切入袁寻求校企双方利益共同点的资源对接与价值

共享是产教融合的基本模式袁如图 1遥

图 1 产教融合视角下的校企合作

Fig.1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三尧产教融合视角下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

养模式的构建

渊一冤定位与目标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目标定位更加注重培

养学生的创新性尧批判性思维袁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

能力尧应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曰同时袁也不同于高职院校袁地方应用型本科高

校侧重培养面向行业的野高素质冶应用型人才袁除胜任

专业岗位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外袁还重在为学生打造更

为开阔的视野尧更加主动的自学能力和更加可持续的

创新能力遥

渊二冤总体思路

1.基于顶层设计和战略高地的校企高层联盟遥 随

着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袁融合中需要处理的博弈要要要

合作关系也可能愈加复杂与混乱遥 因此袁产教融合双

方需要以校企高层联盟的创设作为基础性顶层设计遥

高校可与当地龙头企业试点建立专业共建共管共享

的一体化融合关系袁 成立推进产教融合的组织机构袁

细化分工袁落实责任遥 融合双方共同参与和组织培养

方案的研究尧培养标准及认证体系的设立尧胜任素质

模型的设立与试用尧 知识融合成果的转化与商业化尧

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的改革等方面的工作遥

2.基于整合优化的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改革遥 应

着力于改变单纯以学科系统性为标准构筑课程体系

的观念袁密切结合现代社会经济体系运行规律和产业

价值链及企业发展需要袁 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尧职业素养等为目标设计课程体系遥 通识教育方面袁

可以针对性地加强职业道德尧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的

教育袁加强基本技能尧团队合作精神与人际沟通能力

的培养曰专业课程方面袁依托企业资源强化知识理论

的实际应用袁加强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课程曰教学方

法方面袁探索课程教材案例设计及教学创新袁从企业

真实案例视角着力推动探究式学习尧 案例式学习尧辩

论式学习等袁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尧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

的能力遥

3. 基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分流定向培养项目遥

将通识教育课尧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拓展课程的教学内

容设计成训练专项职业胜任素质的项目袁并根据项目

组织原则实施教学与考核来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袁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遥 同时袁可以从产业链视角定位专

业群及专业袁从技能链尧流程链尧业务链及人力链重新

设计课程体系袁并开设跨校跨地双创项目尧专业竞赛尧

资格认证尧学术研讨作为课外活动补充袁在依托项目

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分流定向培养遥

4.基于战略性联盟的共建共享实践教学体系遥 在

兼顾企业运营与高校教学规律的前提下袁校企双方共

同创设综合尧开放尧共享尧高效的模拟实习基地袁企业

创设为学生的高水平实践教学场所袁高校创设为员工

的素质培训平台遥 同时袁企业可通过与高校组建校企

专家团队渊多元联盟冤袁遴选优秀学生及员工组建试点

班袁进行团队式或竞赛型个性化培养遥 高校亦可依托

自身优势资源袁鼓励学生成立相关工作室袁与企业同

台竞争袁开展市场化运作袁对学习或培训成果进行专

业标准化的检验和认证袁充分满足员工与学生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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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长需求遥

四尧基于产教融合的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路径探索

地方本科高校应以产教融合为先导袁借鉴有关高

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的成功经验袁更新办学理

念尧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尧强化教学科研合作袁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尧 完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等方面着手袁努

力构建与自己特色和定位相符合尧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的人才培养模式遥

渊一冤理念融合袁主动更新办学理念

为实现多元融合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袁达成多方

共赢的目标袁地方本科高校需从办学思路尧管理理念尧

人才培养目标等多方面进行改革转变遥 首先袁应当认

识并顺应多元融合协同的发展趋势袁主动接触并融入

社会实践袁适时调整办学思路尧树立更加开放包容的

办学观念袁实现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向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人才培养转变袁从传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向就业技

能导向转变遥 其次袁基于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

财政拨款和立足尧面向尧服务地方发展的现实特点袁地

方本科高校应当主动邀请当地政府尧企业单位尧社会

组织与家长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学科专业的设置调

整尧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袁以服务贡献换取帮助和支

持袁 使得人才培养模式既适应地方高校的成长步伐袁

又满足地区社会发展的需求袁进而实现培养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目标遥 [1]

渊二冤机制融合袁全方位构建协同育人机制

学校应积极与政府尧企业尧行业等共同组建产教

融合领导小组和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决策议事机

构袁定期会商尧良性互动袁加强对产教融合工作的领导

和顶层设计袁 共同构建完善的产教融合政策机制尧组

织机制尧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袁积极推动双方资源尧人

员尧技术尧管理尧文化全方位融合袁努力做到产教融合

理念和机制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过程袁实现由校企共同

参与学科专业建设尧共同制定教学大纲尧共同承担课

程教学尧共同开发教材尧共同指导学生实践实训尧共同

考核学习成效尧协同开展科技创新等袁促进教育链尧人

才链与产业链尧创新链有机衔接袁形成行业企业深度

参与的系统育人体制机制遥

渊三冤教研融合袁合作共建教学科研平台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成为地方高校实践教学

的主流趋势袁信息通信技术尧云计算尧大数据尧物联网

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袁促进了集文化熏陶尧实践教学尧社

会服务和技术研发为一体的野整合性冶信息化教学科

研平台的构建遥 以共建共享实践教学体系为基础的产

教融合袁政校企应积极探索尧大胆实践袁线上线下相结

合建立开放的政校企深度融合的实践教学和科研平

台生态体系袁 如共建支撑学科专业发展的产业学院尧

科教园尧研究院等遥 同时袁依托平台开展教学科研活

动袁通过校企互聘互兼双向交流的合作机制袁高校教

师尧学生与企业管理者尧技术员合作开展横向科研活

动袁既解决了企业生产中面临的困难袁又培养了双师

型教师袁通过科研反哺教学袁培养应用型人才袁实现校

企共赢的目标遥

渊四冤师资融合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产教融合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带来了全新的

机遇袁但同时也使地方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遥 地方高校既要引进或培育高学历尧高学位及

高职称的教师袁又要引进或培育野双师型冶的有实际操

作技能和实践经验的教师遥 [5]师资队伍建设重点可从

以下方面展开院通过校企双兼互聘袁促进人员双向流

动袁聘请企业技术人员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曰鼓励教

师到行业一线实践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应用型研

究袁并反哺于教学曰完善教师专业标准体系袁设立动态

性尧全方位尧多层次的教师入职资格标准尧教师培养等

级认证标准尧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及认证程序曰依托校

企共建实践平台袁提升教师综合教学能力袁并以课堂

教学渊包含高校课堂尧企业课堂尧实验室等多元生态培

养情境冤作为实践成果检验反馈遥

渊五冤标准融合袁完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作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袁科

学合理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评价标准是地方高校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得以保障的基础遥 应按照产教融

合对人才的要求袁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相关评价指

标体系袁以此监控和服务专业人才培养过程和培养质

量遥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考核评价应以能力评价为核心

要素袁注重学生运用知识能力尧动手实践能力尧分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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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的考核曰在考核主体方面袁在学生

自评和学校老师评价的基础上袁引入用人企业尧社会

行业组织等人才需要单位的考核袁构建多元的人才培

养评价主体和模式曰在评价方式方面袁采用过程和结

果相结合的综合考核评价方式袁注重过程性尧动态性

和综合性曰在考核内容方面袁引导学生从注重野考试结

果冶向注重野学习过程冶转变袁转变机械再现知识的记

忆型考试模式袁增加课程论文尧研究报告尧知识答辩等

评价环节袁多方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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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YANG Ke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

Abstract: Talent cultiv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mission and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local universities, the article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as the

angle of view, probes into the reform of the talent-training mode of local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basic mod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orientation and goal of the talent-training of local universities, the general train of thought

and the support and guarantee, etc., it is expected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ocal un鄄

dergraduate training and so 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ultivation mode; loc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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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号召打造野金课冶袁实质上是进行教学改革袁

提升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契机遥 对于教学改革来说袁

还有一个好的契机袁就是信息化时代的来临袁特别是

野互联网+教育冶的实施遥众所周知袁基于 MOOC的教学

流程创新模式 SPOC一经提出即受到追捧袁 相对于

MOOC课程的制作成本昂贵尧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体

验尧 辍学率较高以及学习管理困难等问题袁SPOC

渊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冤是小规模的尧有一定限

制性的开放课程袁 与 MOOC 渊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冤相比袁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袁在实际教学中也更

易于实施遥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袁笔者基于 SPOC教学平台

通过不断的在线微课程建设和教学方式改革袁取得了

一定出成效遥本文以笔者负责的叶艺术导论曳课程教学

为例袁陈述基于 SPOC学习平台的野金课冶设计袁总结

这几年的教学改革经验遥

一尧实施在线课程缘起

渊一冤叶艺术导论曳课程分析

叶艺术导论曳是一门通识课程袁主要将部分的艺术

理论和艺术欣赏结合在一起袁 注重欣赏的实践性袁涉

及艺术的多个门类袁包括绘画尧书法尧摄影尧雕塑等袁旨

在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尧 全方位地得到艺术的熏陶袁

在理论的接受与作品欣赏过程中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念袁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袁提高人文素养曰了解尧吸纳

中外优秀艺术成果袁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曰发展形象

思维袁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袁提高感受美尧表现

美尧鉴赏美尧创造美的能力遥

课程的内容需要通过大量具体尧生动尧形象的艺

术实例与图片资料袁把艺术理论的学习与艺术作品分

析结合起来袁对艺术的本质与构成尧艺术的来源尧艺术

鉴赏与批评尧各艺术门类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

阐析与探讨遥 学生在观看艺术实例和图片资料时还饶

有兴趣袁但由于艺术理论的抽象性的特点袁涉及艺术

理论学习时袁学生缺乏学习兴趣遥 另外袁艺术理论本身

较为深奥袁学生也难以理解遥 因此造成学生只能浮光

掠影的欣赏艺术作品袁对其理解不够透彻袁学生难以

达到能够运用艺术类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认识艺术活

动的水平袁没有深度赏析艺术作品的能力袁更谈不上

学生能养成高尚的理想袁 对艺术正当的态度和兴趣袁

追求真理的精神等这样的素质目标了遥

渊二冤叶艺术导论曳课程教学实施现状

一方面袁叶艺术导论曳是国家规定高校必须开设的

基础通识课程袁但是袁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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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袁很多通识课程的课时都被压缩了遥 因为传统课堂

课时数的压缩袁教学目标和效果就更加难以保证遥

另一方面袁作为选修课程袁学生对这一课程并不

重视袁并且有部分选修的学生并不是主动的选择叶艺

术导论曳课程袁而是迫于国家和学校的规定袁必须选择

艺术类的课程学习遥 所以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袁还

存在混学分的心理遥

这就对叶艺术导论曳这一通识课程的开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袁 教师既要在有限的课时里完成教学目

标袁保证教学效果袁又要想方设法的吸引学生进入到

课程的学习中来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遥 因此袁笔者计

划设计线上课程袁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遥

二尧在线课程的设计

渊一冤在线课程内容设计

以叶艺术导论曳课程为例袁作为一门以艺术教育为

目的的通识课程袁叶艺术导论曳的教学目标中袁知识目

标是院渊1冤通过大量具体尧生动尧形象的艺术实例与图

片资料袁 把艺术理论的学习与艺术作品分析结合起

来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和经验袁以激发学生欣赏

的兴趣遥 渊2冤使学生了解关于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研究方法遥 能力目标是院培养学生运用艺术导论的基

本原理分析和认识艺术活动的现象和对艺术作品进

行赏析的能力遥 素质目标是院培养学生高尚的理想袁养

成正当的态度袁培养正当的兴趣袁追求真理的精神和

浓厚求知的兴趣袁以指导人生的行为遥 综合起来袁学生

需要通过艺术实例与图片资料来了解基本原理袁并利

用原理来分析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袁从而形成高尚的

理想尧正当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求知欲遥

根据分析袁确定叶艺术导论曳微课程设计的总体思

路院通过认识不同门类艺术的基本特点袁引导学生了

解艺术的的形式和本质袁以及基本研究方法袁再通过

这些方法赏析艺术作品袁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加入

对人生理想尧人生态度的思考遥 因此在微课程设计时袁

可以以艺术基本原理为骨架袁 构建相应的学习内容遥

根据学时安排袁同时参考了现有 MOOC尧SPOC课程设

计袁规划叶艺术导论曳线上课程共 30讲袁每讲 10-15分

钟袁每一讲通过丰富的图片和声像资源讲解一种艺术

现象袁剖析一种艺术理论袁并引导学生利用艺术理论

分析和鉴赏艺术现象袁思考艺术人生渊见图 1冤遥

图 1 微课程设计思路

Fig.1 Thinking of micro-curriculum design

渊二冤在线课程任务设计

纵观在线课程的主体要要要微课程袁我国的微课程

发展经历了从野微资源构成冶认识和实践阶段袁到野微

教学活动冶认识和实践阶段袁再到野微网络课程冶的认

识阶段[1]袁微课程的专题化尧系列化和体系化成为下一

步微课程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为行内共识遥 从完整而系

统的知识体系出发袁以专题为组织形式袁对微课程进行

整体设计尧制作和教学应用遥通过微课程野连续剧冶的制

作和教学实践既可以发挥微课程短小精干尧针对性强尧

支持即时学习等个性化学习等优点袁 又可以提供完整

而系统的知识体系袁为 SPOC线上课程提供支持遥

为了建立系统的在线课程袁避免微课程开发的无

序性尧微课程知识的碎片化尧微课程内容的孤立化等

问题遥 我们在设计在线课程时可以把知识点任务分解

为多个环环相扣的小任务袁 每一个小任务相对独立袁

且承担相应的知识点和能力点袁把知识点和能力点嵌

入到整个项目中遥 学生通过解决一个一个实际小问

题袁逐步展开课程学习袁并实现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

的同步构建遥

在线课程的设计配合学习任务袁让学生通过解决

一个一个实际小问题袁逐步展开课程学习袁只有解决

了问题袁完成了上节课的任务袁才可以开始下面一节

在线课程的学习袁这样的在线课程设计就可以保证知

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完成袁 并实现在线课程的互动袁

促进素质目标的达成渊见表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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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基于翻转课堂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

设计

以 SPOC渊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冤为代表的

在线课程已经成为变革教学尧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成

效的重要力量遥 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袁在线课程

的设计是为了辅助教学袁为了提升教学效果袁鉴于叶艺

术导论曳课程在各个高校尧各个专业中的实际课时数

不同袁以及其他具体教学状况的差异袁可以把实际教

学过程分为如下三种类型院

1.课内翻转教学

如果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袁叶艺术导论曳的教学

时数充足袁为了减轻学生课前学习负担袁提升学生课

表 1 在线课程设计提纲

Tab.1 Outline of online course design

绪论

艺术的概念 艺术的概念有哪些

了解艺术的基本概念和艺术对生
活的作用

艺术观念的演变 艺术观念的演变过程

艺术的作用 艺术的作用有哪些

艺术的审美效应 艺术的审美效应是什么

绘画
艺术

中国工笔画之美 工笔画之美在哪里

学习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的基本
知识和审美特色

中国写意画之情 写意画是如何表达感情的

西方古典油画特色 西方古典油画的流派分类

西方现代派艺术 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审美根源

舞蹈
艺术

汉族古典舞蹈的艺术特色古典舞的经典动作与意义

学习中国舞蹈和西方舞蹈的基本
知识和审美特色

少数民族舞蹈的艺术特色少数民族舞蹈的内涵与情感表达

西方芭蕾舞的艺术特色 西方芭蕾舞的经典动作与意义

西方现代舞的艺术特色 西方现代舞的流派与审美特色

建筑
艺术

中国古典建筑 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

学习中国古典建筑和西方建筑的
基本知识和审美特色

中国古典佛教建筑 中国古典佛教建筑的意义表达

西方现代建筑 西方现代建筑的功能性特点

西方古典宗教建筑 西方古典宗教建筑的追求内涵

音乐
艺术

中国传统高雅音乐 中国传统高雅音乐的审美特点

学习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基本
知识和审美特色遥

中国民间通俗音乐 中国民间通俗音乐的类型

西方古典浪漫主义音乐 西方古典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

西方现代音乐 西方现代音乐的类别

雕塑
艺术

中国三雕艺术 三雕艺术所传承的中华民族文化

学习中国传统雕塑和西方雕塑的
基本知识和审美特色

中国佛教造像 佛教造像类型及中华思想的变迁

西方古典雕塑 中西方雕塑的审美特色

西方现代雕塑 西方现代雕塑的哲学内涵

设计
艺术

中国青铜器艺术 中国造型艺术尧装饰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演变的轨迹

学习中国传统工艺设计和西方设
计的基本知识和审美特色

中国瓷器艺术 中国瓷器艺术的审美特色

西方工艺美术设计 西方工艺美术运动的设计思想

西方平面设计 中西方平面设计异同

书法
艺术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 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类型和代表作品
学习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知识和
审美特色

摄影
艺术

摄影艺术 摄影艺术的构图原则及情感表达
学习摄影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审美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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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学习兴趣袁 可以利用课内翻转的方式组织课堂教

学遥 在课堂教学之初放映微课程袁然后利用微课程中

讲解的知识点展开教学过程遥 课中可以通过活动分解

并逐步完成任务袁再利用已经理解的艺术原理引导学

生分析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袁尝试鉴赏遥 课后学生可

以进行鉴赏实践袁教师通过学生的课堂活动以及课后

的鉴赏情况给学生评价遥

这种教学方式比较传统袁 SPOC课程主要是作为

重要的教学资料存在的遥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院一方面

可以提高教学的效率和效果袁 减少教师的重复性劳

动袁避免教师因备一次课袁而需要教授多个平行班产

生厌教情绪曰教师可以在知识点展示的基础上袁配合

不同专业的职业岗位需求袁增加新的新闻尧动态袁新的

行业发展与研究成果等内容遥 另一方面袁通过在线课

程进行知识点讲解袁避免因教师个人的能力尧情绪袁学

生反馈差异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差异袁这也是课堂内

容标准化的一个措施袁 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尝试遥

另外袁SPOC课程还为部分对课程有特别兴趣的同学

提供了一个多次学习的机会袁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多次

查看在线课程袁 依据教师提供的课程资源深入学习袁

教师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袁还能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袁达到教学的最终目标遥

2.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在教学时数不足的情况下袁 为了完成教学目标袁

达到既定的教学效果袁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在线课程实

施翻转课堂袁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OPOBTP渊On鄄

line Plus Offline Blending Teaching Pattern冤 来提高教

学效率遥 课前在 SPOC平台让学生观看微视频袁课堂

上通过学生测验尧汇报在线学习成果尧分组研讨等方

式进一步理解艺术的形式和本质袁学习基本研究的方

法并加以演练袁完成与线上内容相异的尧具有互补性

的学习任务遥 教师可以更好地发挥组织尧引导尧点评尧

讲授尧释惑尧指点等作用袁两方面的结合使得课堂变得

立体尧生动袁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遥 课后安排学生

进行实践袁进一步促进学习要要要能力的转化遥

这种教学方式节省了学习知识目标的时间袁把有

限的课堂时间用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尧自主探究的能

力袁有效提高了教学效率遥 在线课程的互动功能缩短

了师生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袁 使教师角色从仅上课见袁

转变成了随时交流的良师益友遥 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兴趣和满足感遥

3.完全在线课程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设定袁有的高校把艺术通识

课程都设置为在线课程袁不安排学时袁学生可以自由

支配学习时间袁完成学习任务即获得既定学分遥 这就

对 SPOC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SPOC的学习平台

上不仅需要有系列化的设计合理在线课程袁还需要有

相应的课程资源设计袁 包括多媒体学习素材和课件尧

练习测试尧相关知识点的延伸和拓展等袁营造一个真

实的野在线教学资源环境冶曰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专门的

人员进行在线课程的管理和运作袁包括学生作业的批

改和督促尧教师课后的答疑和学习指导尧教师课后的

教学反思尧学生的反馈及学科专家的点评等相关教学

支持袁以及学生学习情况的跟踪性管理和帮扶遥 这三

点相互配合袁构成一个主题鲜明尧结构完整尧类型多

样袁应用价值高的在线课程袁才能真正的实现 SPOC平

台的功用渊见图 2冤遥

图 2 SPOC平台在线课程应用结构图

Fig.2 Application structure of online course

based on SPOC platform

三尧公共艺术课程野金课冶的持续优化问题

打造野金课冶的口号提出后袁各个高校尧教育教学

部门都积极响应袁出台了各级相关政策袁纷纷发起了

打造野金课冶尧淘汰野水课冶的行动袁高校内大多秉承野以

评促建尧以评促改尧以评促管尧评建结合尧重在建设冶的

思想袁挑选出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着力打造

野金课冶遥随着行动的深入开展袁大批的野金课冶涌现遥尤

其是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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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众多理念先进尧教学方法多样尧教学模式和手段各

异的野金课冶已经成为全国高等教育尧职业教育学习的

模板袁真正起到了示范的效果遥 但思考如何使高校的

课堂教学中的野水课冶去掉水分袁野金课冶愈加出彩钥 如

何持续优化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课程钥可以通过打牢

基础尧实施调控手段和评教制度化几个方面来考虑院

渊一冤加大师资培训力度袁打好野金课冶建设基础

打造野金课冶的主体要要要教师的师资水平是一个

学校的办学基础袁师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校的

教学质量尧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遥 公共艺术课程既不

是专业课程袁也不是主干课程袁所以师资力量相对薄

弱袁大多都由公共课程教师袁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辅导

员担任遥为了提高学校的师资力量袁师资水平袁顺应现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袁采取野走出去袁请进来冶战

略袁加大师资培训遥 野走出去冶是指我们现有的公共艺

术课程教师参加各级各样的培训袁包括国培尧省培尧以

及一些专业内容的培训课程袁野请进来冶是指邀请知名

的艺术家尧 艺术教师到学校来为公共艺术教师做讲

座尧培训曰邀请知名的艺术团体尧艺术家到学校开展艺

术活动袁和我们的公共艺术教师进行交流遥 以提高教

师整体师资力量为目标袁在积极的提升实践中为打造

野金课冶做好准备遥

渊二冤持续以赛促教袁是促进教师不断思考的有效

手段

以赛促进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以及教师的积极

性遥通过比赛袁教师可以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袁融入

学生的实战教学中遥 教师需要整合相关知识点袁确定

授课计划和教学重点袁这虽然对教师的课前准备工作

来说是个挑战袁但却能着实以新颖的课程内容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遥教师需要在不断的回顾与反思中构建

更加合理的教学模式袁 应用更加先进的教学手段袁采

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袁配合科学尧准确的评价标准袁

以期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遥教师参加教学比赛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自主学习袁不断深入思考的过程袁这对

高校教师良胜循环的生态圈的构建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遥

渊三冤评教制度化袁是使打造野金课冶成为教学日常

的保障

让教师队伍保持活力袁持续发挥进取精神袁不断

打造野金课冶袁离不开制度维护遥 特别是教学评定尧评教

活动的定期化尧制度化开展遥 近期各高校逐步兴起开

展的野有效课堂认证冶的活动遥 野就是采用产品质量认

证的方式袁 通过制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评价标准袁对

全校所有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耶质量认证爷遥 对于教学

质量高的教师袁按学院有关政策给予激励曰对于教学

质量有待改进的教师袁帮助其诊断问题尧改进教学遥 其

最终目的袁就是希望把追求教学的有效性化为每一位

教师的自觉行动遥冶[1]只有建立起这样定期化尧制度化行

之有效的评教系统袁从奖惩两级刺激教师的积极性袁以

制度替换活动袁 把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刻画在教

师们的教学意识中袁成为教学活动的日常袁才能不断保

持教师队伍的更新进取活力袁 促进教师群体的不断成

长和完善袁最终达到不断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遥

四尧结语

在信息时代的教学改革中袁 在线课程的作用袁不

仅是丰富优质教学资源袁 而且锻造了全新的教学流

程尧改造了教与学关系袁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教育教学

形态的创新发展遥 无论是 SPOC教学平台袁还是在线

课程设计袁都是为了秉持野以生为本冶的理念尧野以质立

校冶的思想袁解决现阶段教学管理袁教学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袁全力打造信息时代的野金课冶袁进一步提高教学

的效率和效果袁实现学生的知识尧能力尧素质的全方位

水平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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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Golden Course" in Public Art Based on SPOC

要要要Taking "Introduction to Art" as an Example

DONG Jing

(Basic Department,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uai爷an, Jiangsu 223003)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based 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o design and create the "golden les鄄

son" of the Public Art General Course "introduction to art" through the SPOC learning platform. Based 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he prac鄄

tice and research of online-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 are carried out from the content of course design, the design of teaching task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proces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ways of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public art curriculum from the as鄄

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teacher training, implementing the regulating means and systematizing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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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修养袁推动其个性发展袁培

育社会的合格公民是通识教育的目标遥这些目标的实

现虽然大部分需要以在课堂里获得的相关知识渊即显

性课程的学习冤为基础袁但课堂之外的直接经验渊即隐

性课程的影响冤对实现通识教育目标的重要作用也不

容忽视遥 仅仅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和学生自我阅

读书籍难以完成使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尧形成集体主

义观念及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尧建立健全人格的通识教

育目标遥 要想达到通识教育的目标袁更需要通过受教

育者长期的耳濡目染和陶冶遥 隐性课程是大学通识教

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它虽然没有映射于课程计划

和正式教学行为中袁却能促进或干扰通识教育目标的

实现袁在全面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遥 美国研究型大学走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前列袁

更是通识教育的发源地遥 长期以来袁我国很多高校教

育工作者强调探讨尧 借鉴美国通识教育课程及其模

式袁并做了大量研究遥李曼丽在其于 1999年出版的著

作 叶通识教育要要要一种大学教育观曳中首次系统地介

绍了美国通识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遥 [1]由于当

时国内关于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研究相当匮乏袁因此

这部著作具有开拓性遥 近三年来袁在相关学者的努力

下袁涌现出不少关于美国通识教育的研究成果遥 黄福

涛对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的一些

具体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梳理尧阐释袁并着重分析

其与自由教育之间的联系曰[2] 陈乐通过对美国一流大

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路径进行剖析袁指出要探索

中国特色的多元通识教育体系曰[3] 付淑琼从宏观层面

整理研究了 21世纪美国州立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尧

改革趋向曰[4] 於荣针对美国大学通识课程的一致性问

题袁[5] 黄怡俐针对美国大学通识课程的主要模式及其

存在的问题尧对我国的启示袁各自阐述了观点遥 [6]这些

研究侧重对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和价值尧课程设

置与教学方法进行研究袁却忽视对其背后相关隐性课

程的研究遥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袁高等教育呈现出广

阔的空间遥 大学隐性课程越来越受到关注袁甚至成了

衡量一所大学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遥 然而国内罕有学

者研究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的隐性课程建设遥 截至目

前袁只有王杨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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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剖释袁但仍缺乏深度遥 [7]由于缺少有关美国研究型大

学通识教育中的隐性课程建设的研究袁在学习美国通

识教育的过程中袁 我国一些大学难免出现盲目效仿尧

邯郸学步的现象遥 深入考量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

的隐性课程袁总结其建设与通识教育相关的隐性课程

的经验教训袁能为建设中国特色通识教育的隐性课程

提供宝贵的参考与借鉴遥 通识教育的隐性课程包括校

园文化与校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遥 本文拟从教师评聘

体系尧学生文化尧住宿制度以及课外活动这四个通识

教育隐性课程的主要方面来着重描述和讨论美国研

究型大学通识教育的隐性课程遥

一尧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评聘体系对通

识教育的影响

乌申斯基曾经明确地指出袁教师的情感和人格魅

力袁对学生心灵产生的影响是野任何教科书尧任何道德

箴言尧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

量遥 教师的信念和个性品质在教育中具有决定性意

义冶遥 [8]在通识教育中袁教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遥一位

德艺双馨尧拥有高尚人格的教师对学生行为与思想的

影响远远大于几门已经开设的重要课程遥 教师评聘体

系作为筛选大学教师的重要机制袁对教师行为的导向

作用不容小觑遥

渊一冤教师评聘体系对通识教育的影响

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评聘体系中袁对教师进行评

价的现行标准主要有院 对探索新知识是否具有好奇

心袁科研成果在学术期刊上的发表及争取研究基金的

能力遥 在这三条标准中又尤其注重后两条标准遥 这些

标准常常与研究和教学之间应该存在的协同作用相

抵触遥 在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中袁只有极少数教授

把学术工作当成神圣的使命袁而那些真正有学术使命

感的教师又很难在顶尖大学获得终身教席遥 迫于晋升

压力袁教师们急需于短期内将大量科研成果发表于学

术期刊上袁而发表的学术论文野只强调写作技巧袁缺乏

锐气且变得呆板冶遥 [9] 年轻教师常常为了迎合学术期

刊和出版社的喜好而写作遥 在此种教师评聘体系之

下袁一些教师的视野变得愈发狭隘袁他们只能成为野某

方面的专家而非合格的教师冶袁他们只能野全神贯注于

本专业的研究袁却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冶遥 [9] 此类教师

难以承担通识课程的教学工作遥 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

会发表的叶重建本科教育院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曳

渊简称博耶报告冤指出袁在美国国内研究型和可授予博

士学位的大学中袁半数以上的教师同意论文和专著的

压力降低了教学质量遥 [10]学习共同体淤和服务学习项

目于是进行通识课程教学的重要载体遥 爱荷华州立大

学学习共同体协调员尧 英语系教授迈克尔窑曼德尔逊

做了一项调查袁 当问及是否会支持学习共同体项目

时袁84%的正教授和副教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袁 而非

终身制的助理教授只有 42%同意遥不同意者其评价多

为野占用了太多的科研时间冶野这些努力不被高层管理

者认可冶遥 [11] 兰德公司在调查参加野学习与服务美国高

等教育项目冶 的大学及教育机构后发表的报告指出袁

野相对而言袁教授渊尤其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冤参加

服务学习人数的较少冶遥 [10] 教授们忙于推进手头的科

研工作与指导自己所带的研究生遥 真正参与本科教

学尧 尤其是参与学习共同体和服务学习项目的教师袁

往往不是资深教授遥 初级教师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全力

以赴投入科研袁 不可能长期保持关注教学的热情曰通

识课程更是被置于边缘地位袁由此形成了研究型大学

通识课程教学的恶性循环遥

渊二冤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现状

在日益专业化的美国学术界袁大学雇用的教师越

来越不适合教授基础广泛尧 互相联系贯通的通识课

程遥 教师本身是学科高度分化的产品袁自然就在课堂

中重新生产他们的知识遥 大部分教授是专门学科的专

家袁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领域袁只对按照自己的论点在

这些领域中探索发展有兴趣袁野长期忙碌于专业研究

工作使他们应接不暇袁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思他们的辛

苦与努力是否有价值冶遥 [12] 许多大学采用以学习共同

体为基础的教学方式袁 或用学生档案袋作为评价机

制袁但有报告显示教师为了这些教学改革付出的时间

大大超过预期值遥 [13] 虽然许多教师希望实施教学改

革袁但又迫于科研压力希望他们的生活不受干扰遥 一

些研究型大学囿于办学条件和优先事项而聘用越来

越多的研究生教学助理来教授通识课程遥 在许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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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袁上课的研究生并没有接受过关于通识课程教学的

系统训练遥 同时袁研究生迫于学业压力袁要发表研究成

果袁教学自然就不是他们的重点事项遥 野对于大多数研

究生来说袁教学只是院系安排给他们的资金来源的一

部分冶遥 [10]除研究生外袁学业咨询人员也没有接受过相

关训练袁不理解通识教育的宗旨袁对通识教育没有责

任感袁他们通常和学生一样袁对通识教育的态度是野只

要打发掉就可以了冶遥 [14]中国大学通识课程的教学存

在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类似的问题与困境遥 要想从根本

上改变通识课程教学中的乱象袁须要对教师评聘体系

进行改革袁扭转野重科研尧轻教学冶的考核倾向袁促使教

师提高对通识教育的认识袁 真正重视通识课程的教

学遥

二尧美国研究型大学学生文化对通识教育

的影响

渊一冤学生对博学和研究的向往

哈佛大学教师莱特曾对哈佛大学的一些学生进

行过访谈遥 访谈结果显示院学生们批评了现有的院系

结构袁 描述了在选择成为通才还是专才时的矛盾心

情遥 能在一两个专业领域内深造袁当然让人自豪曰但是

学生们觉得这还不够袁他们想得到更多学科交叉的知

识遥 那些既是某领域专家又能将自己的研究放在更广

阔背景下的大学教师袁往往得到学生们的推崇遥 [15]

除了对博学的向往袁与前文所述评聘机制对教学

的负面影响相反袁调查还表明学生并不反对教师注重

研究袁他们希望加入到教师的研究中遥 莱特等人曾就

野理科课程注重研究对学生的影响冶这一问题袁征求过

60个哈佛学生的意见遥 其中只有 7人认为野理科强调

研究冶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袁而另外 53位学生则不同

意这样的观点袁很多人甚至强烈反对遥 几乎一半的反

对者明确表示袁他们之所以到哈佛大学来袁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很多哈佛大学的教师们在进行交叉学

科研究袁他们希望参与其中并有所发展遥 [15] 与莱特在

哈佛大学的调查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中国台湾地

区的相关研究发现袁学生们认可通识教育是一种野扩

展知识冶的角色袁但在选课时袁却以野实用取向冶为主要

考虑方向袁如野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冶野对将来可能

从事的行业是否能有所帮助冶野社会潮流冶等遥 [16] 中国

大陆地区大学的通识教育中也出现了此类现象遥 中国

台湾地区的研究与莱特访谈结果之间的差异值得我

们注意并加以对比研究袁从中吸取相关经验教训遥

渊二冤学生文化中的职业主义倾向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袁大学学生的来源更加多

元化袁许多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认为所谓的野自由教

育冶理想只适合那些富裕家庭的学生袁其求学动机中

职业倾向更明显遥 野顶尖高校招收的雄心勃勃尧天资聪

颖的贫困生越多袁这些学生的求学目标与通识课程间

的矛盾就越大冶遥 [15]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对大学生的

调查表明袁从 2007-2017年袁新生中将野经济上富足冶

列为野必要的冶或野非常重要的冶求学目标的比例从

36.2%上升到 73.6%袁而将野获取有益的人生哲学与探

求知识的真谛冶列为同等地位目标的比例从 79%下降

到 39.6%遥 今天大部分美国大学生选择专业是因为他

们相信专业肯定能使他们拥有高薪的职业袁这也是商

科能成为美国大学头号专业的重要原因遥 [17]虽然某些

学生学术能力强且对学习和研究有着浓厚兴趣袁然而

他们在经济和家庭两方面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则使他

们的教育带有更浓郁的功利色彩遥 他们只以消费者的

视角来看待他们的教育袁追求用适当尧低价且便利的

方式获得优质的成果遥 由于缴交学费而导致的沉重债

务负担驱使学生们变得愈发功利袁他们要求学校开设

的课程要适用于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缓解学生们

的就业压力遥 与此相应袁相关调查通常表明袁美国一些

专业学院的学生不仅学习动机更强袁而且对他们所受

到的教育也更满意袁课程明确且有时间限制的专业教

育更能吸引学生遥 研究型大学中的学生作为高等教育

大众化时代学生中的精英袁将来很有可能成为社会建

设的中流砥柱遥 如果大学教育没有机会让这些精英反

思生存的意义袁没有赋予他们广阔的视野和造福人类

的抱负与智慧袁 只让他们将才干用于谋求个人幸福袁

那么这样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遥

94窑 窑



三尧美国研究型大学住宿制度对通识教育

的影响

哈佛大学教师莱特对哈佛学生的访谈还表明袁学

生们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袁是课堂外的经历袁并且常

常发生在与同学们的交往过程中遥 学生之间的交往经

历受住宿选择的影响很大袁住宿选择往往受到校园住

宿制度的制约遥 [10]

哈佛大学的混合住宿制度导致了自由选择权与

教育需要之间的矛盾袁因为它强调教育意义应优先于

选择自由遥 事实上袁虽然没有一个学生要求减少其选

择自由袁但大多学生都能意识到不同背景学生混合住

宿的教育价值遥 学生们通过接触多元学生群体袁从而

了解不同种族与宗教袁比学习野文化多样性冶或野种族

关系冶的相关课程更能有直观体会遥 在本科生的宿舍

楼里还居住着研究生和其他辅导学生学习和生活的

年轻专业人员遥 哈佛大学每幢新生住宿楼都有两位高

级学监尧若干学监和非住校导师遥 学监可以是哈佛大

学的行政管理人员袁也可以是研究生院或高年级的学

生遥 他们多数情况下和一年级学生住在一起遥 大约三

分之二的学生听从学监的建议选修课程袁大约三分之

一的学生根据非住校导师的建议选修课程遥 非住宿导

师可以是教师团队成员袁 也可以是行政管理人员袁他

们与学生一同探讨学术问题和其他学生感兴趣的话

题遥 这些住宿安排都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指导遥 [18]

除住宿指导之外袁宿舍活动还包括一些教职员工

和辅导人员参与的通识教育项目遥 在多数研究型大

学袁大多数一年级新生都住校遥 新生正处于定义大学

生活的阶段袁对大学生活非常敏感遥 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将通识项目中的课程延伸到校园住宿生活中遥 除

了上课袁教师办公室答疑尧个别指导尧社会活动以及课

外活动也在宿舍大楼内进行遥 在北卡教堂山分校袁南

校园的新生宿舍有专门为新生研讨课设计的教室遥 [10]

这些安排有助于使通识教育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遥 它们和住宿学习共同体一样袁有助于将课堂中

讨论的问题延伸到宿舍中袁消除教室和宿舍之间的隔

阂袁发挥隐性课程的作用袁从而扩展了通识教育的外

延袁提高了通识教育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遥

四尧美国研究型大学课外活动对通识教育

的影响

早在 20世纪初人们就普遍认为学生文化来源于

各种课外活动遥 课外活动可能不包括正式的学习袁但

因为它们更生动尧更个性化袁所以它们能比那些正式

课程中所教授的内容给人留下更深尧 更持久的印象遥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艾斯丁的研究表明袁学生

课外活动的参与情况与其对学校的满意度直接相关遥 [19]

一项针对哈佛大学学生的大型调查表明院学生参与一

两项课外活动虽没有与提高其学习成绩显著相关袁但

是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本科生活的满意度遥 [10]在课外活

动中袁学生能体验与其他同学合作的过程袁而这种体

验恰恰是学术生活难以提供的遥 课外活动是一种与学

术活动截然不同的社会活动遥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育

宗旨之一是将本科生培养成民主社会的公民袁该目标

的实现不仅发生在政治课或美国历史课的课堂中袁也

发生在学生自治尧宿舍选举尧各式各样的俱乐部袁以及

其他许多课外活动中遥 学生通过参与自发组织的为无

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之类的活动袁更能学会同情遭受

苦难之人袁更能增强社会责任感袁效果要远远大于听

一场关于贫困的讲座遥 [17]课外活动有利于加强师生之

间非正式的人际交流遥 有关调查表明袁正是这些非正

式的人际关系野促使通识教育走向成功并给它带来了

生机冶遥 [20] 课外活动在课程表中无法体现袁属于决策者

容易忽略的方面袁它的作用却不容忽视袁需要进一步

研究和加强遥

五尧对我国通识教育相关隐性课程建设的

启示

渊一冤完善高校教师评聘制度袁加强对高校教师教

学的考核

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状况表明袁如果不改变高

校教师评价体系中野重科研尧轻教学冶的错误导向袁在

制定评价标准中没有正确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袁大

学教师不能安心从事教学工作袁通识课程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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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高校教师的重视袁通识教育的改革发展便是无

源之水遥 近期有关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袁如教育部发

布的叶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

见曳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叶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的意见曳袁教育部与人社部发布的叶高校教师职称评

审监管暂行办法曳 均明确指出袁要刹住在高校评价体

系中野唯文凭尧唯论文尧唯帽子冶 的不正之风遥[21]在高校

教师的绩效分配尧 职务职称评聘以及岗位晋级考核

中袁高校教师的教学工作业绩所占的比重应该得到适

当提升袁同时要创建一套评价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的有

效机制遥 高校应当将教授和副教授为本科学生授课及

其为本科生授课的课时纳入对其进行考核的基本制

度中遥 教授尧副教授每学年至少要直接参与一门本科

生课程的教学活动袁如其整个学年都不参与本科生课

程的教学活动袁高校将不再聘用其担任本校的任何职

务遥 此外袁其他各类教师承担本科生课程的教学课时

也要在高校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得到明确袁对于完不

成任务的教师要有相应的处分措施遥 要建立针对教学

专长型教师的评聘制度与考核体系遥 对于教学专长型

教师袁 不能只以其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主要考察内

容袁应该重点考核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遥 将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导向从野评论文冶改为野评成

果冶袁并以教师的代表作作为评审的基础遥 高校教师可

从其论文尧论著尧精品课程尧教学课例尧专利尧研究报告

等不同成果中袁择选最能体现其能力水平的成果作为

职称评审的主要内容遥 职称评审要不唯资历袁看教师

的代表成果和实际贡献袁给予教学尧科研能力强的高

校青年教师更多上升机会遥 将情况特殊的教师岗位单

列单评袁探索分类评价体系袁开展多维度尧多层次评

价遥 将教学型教师单独评审袁将思政尧实验室教师等以

前难评或没机会评正高级职称的岗位单列单评袁使这

些教师也能拥有职业上升的机会袁激发其工作积极性

与职业认同感遥

建立高校教师教学评价考核体系应实事求是袁根

据实际情况袁在同行评议尧学生评价和教学奖项三个

维度下袁针对不同专业尧不同岗位的教师袁进一步细化

评价标准遥在完善高校教师评聘和考核评价制度的过

程中袁应避免矫枉过正袁即从片面强调论文转向单纯

重视教学遥 教学应该是约束性指标袁而不该是激励性

指标遥教学能够深化科研袁科研能够推动教学遥教书育

人诚然是教师工作的重中之重袁然而教学和科研之间

是相辅相成尧相互促进的关系袁两者均不可偏废遥

渊二冤引导本科生参与科研袁培养参加通识教育必

备的素质

解决研究型大学本科通识课程的教学问题不只

是简单地减轻教师的科研负担袁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教

师的科研更关注我们生活的世界袁如何能引导本科生

参与其中袁更好地激发其探索未知的动力遥 这不仅能

够促进本科生学业的进步袁更能营造优秀的校园科研

文化环境袁而良好的校园科研文化环境是通识教育隐

性课程中的重要部分和形成良好科研氛围的基础遥 本

科生通过参与科研工作袁能尽早接触科研袁形成对科

研活动的正确认识曰了解到超出课本以外的前沿课

题袁习得并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袁巩固已经

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袁激发其探索精神袁开发其创新思

维及能力曰在亲自参与实践研究的过程中袁其解决问

题的能力得到了训练袁基于实际问题而建立的自主学

习意识能与课程学习相得益彰袁同时也能培养积极应

对挑战的能力曰在科研小组中袁可以锻炼团队合作能

力袁实现师生之间尧生生之间的学术性对话和学问的

增长袁构建和发展人际关系遥 科研工作对本科生未来

职业发展与选择也能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遥 本科生在

科研活动中形成的能力与素养袁建立起来的思维袁恰

恰是通识教育能否顺利进行并达到目标的关键所在遥

引导本科生参与科研袁有助于其习得课本以外的知

识袁促进知识的转化袁使学校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得到

有效提升曰 更有利于本科通识课程教学工作的推进袁

促进学校的学风建设遥 为此袁高校应重视本科生科研

活动的开展袁制定相关政策袁给予经费支持袁调动相关

专业教师的积极性袁使参与科研的本科生能得到专业

教师的指导与支持曰开放实验室尧完善设备及图书馆

建设袁为本科生搭建科研平台袁并逐步提高本科生在

科技项目中的参与率遥

渊三冤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袁为通识教育扫除思想

障碍

高校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袁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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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责任感袁使其充分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与责

任袁避免其有过度功利化的思想遥 李曼丽教授的调查

表明袁香港中文大学一些校友毕业后才对通识课程推

崇备至袁但在校生却并不这么看遥 可见袁迁就学生的一

时之需不是有远见的明智之举遥 [22] 在我国袁大学教育

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资格袁是实现社会及经济流动的敲

门砖曰大学生的学习过程变得功利化袁他们往往更重

视对他们以后就业野更有用冶的专业课程袁而选择忽视

野无用冶的通识课程袁这都对通识教育的宗旨提出了挑

战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

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袁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

立时期袁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冶遥 [23]高

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立德树人袁而核心价值观教育

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袁是推进通识教育的重要前

提遥 高校要坚持德育为先袁育人为本袁从增强大学生对

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尧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着手袁

培养大学生热爱祖国尧服务人民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袁

引导大学生把成长尧成才和成人相结合袁使大学生成

为合格的建设者与可靠的接班人曰遵循大学生的成长

规律袁从增强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入手袁逐步实现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由精神内化到行为外化的转变曰将

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效结合起来袁重视野实践育人冶

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突出作用袁使大学生在实践中

加深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袁为顺利进行通识教

育进一步扫清思想障碍遥 我们应使核心价值观教育贯

穿于通识教育之中袁使之成为通识教育的最高层次目

标袁以制衡学生文化中的职业主义袁使大学教育更好

地为学生个人与社会的长远利益服务遥

渊四冤重视大学宿舍文化建设袁拓展通识教育外延

大学宿舍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

和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遥 宿舍文化的好坏袁将直

接影响每一位大学生的学习尧生活尧甚至人格的形成遥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学生住宿管理和课外活动方面已

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做法和经验袁值得我们学习尧借鉴遥

要确保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袁高校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

宿舍文化建设袁使宿舍不再是学生单调的生活区域袁

而是其精神家园袁成为通识教育活动的重要基地和推

进通识教育的有力抓手遥 要想建设好大学宿舍文化袁

首先要加强学生管理队伍及制度建设袁使学生管理人

员能够充分发挥服务育人尧管理育人的优势遥 学生管

理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宿舍文化建设的质量遥

高校要定期对学生管理队伍成员进行教育尧培训袁使

其充分认识到宿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袁切实担负起应

有的责任遥 高校相关管理部门要对本校宿舍文化建设

进行科学的规划袁并根据本校的具体实际袁营造具有

高校特色的宿舍文化遥 同时袁还必须建立一套完善且

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袁保证大学生有一个良好有序的

学习生活环境遥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袁可以将不同专

业的学生安排在同一间宿舍或者同一栋宿舍楼袁以避

免学生的生活圈子过于狭窄曰在硬件设施上要扩充学

生的学习尧活动空间袁在宿舍区设置共享的公共区域

并完善相应配套设施袁诸如宿舍图书室尧研讨室尧体育

活动场所等袁从而为学生创造接受通识教育的环境与

氛围遥 在宿舍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袁也要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遥 利用学生组织自我教育尧自我管理和

自我服务的功能袁吸收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宿舍文化建

设中遥 鼓励并支持学生们成立多种课外活动团体遥 通

过学生组织袁在宿舍区举办科技节尧文化节尧研讨会等

多种形式的活动袁激发其积极性尧主动性和创造性袁促

进学生宿舍中良好学风的建设遥

渊五冤加强课外活动与通识课程的联系袁塑造良好

的通识教育氛围

要想让通识教育对学生的言行或离开大学以后

一生中的世界观尧人生观都产生影响袁仅仅靠安排周

密的通识课程尧苦心孤诣营造的教学法是远远不够

的遥 整个校园中必须弥漫着与通识教育宗旨相符的通

识教育氛围遥 通识教育必须通过涵泳熏陶才能内化为

学生身心的一部分袁 成为生活的经验和创造的源泉遥

而课外活动是塑造良好氛围的重要手段遥 课外活动与

精心设计的通识课程结合袁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袁有

助于实现通识教育的宗旨遥 例如院在学生的课外活动

中袁讲座是丰富学生知识尧引发学生思考的活动遥 学者

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往往学术用语过多袁只适合极少

数专家与研究人员阅读遥 但如果他们将论文略加修

改袁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述袁为本科生开办一场讲座袁学

术就能达到它的最大社会效益院教育下一代袁而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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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满足研究者个人职称晋升的要求遥 在网络时代袁

这种讲座若能通过网络直播袁那么更多学生就能便捷

地享受这一资源遥 学校应为学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以

及成立相关社团尧课程所需的课外调查研究提供和创

造条件袁鼓励学生多组织并参与这类课外活动遥 如何

让课外活动与通识教育更好地结合袁使之成为通识教

育拓展的外延袁促进通识教育目标的实现袁还有很多

问题与疑惑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与研究遥

大学通识教育目标的实现袁不仅在于显性课程的

开设袁更需要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方面下功

夫遥 学校作为学生投身学习的环境袁其力量具有决定

性意义遥 校园环境既可以吸引学生袁也能使学生疏远遥

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校园文化袁这是学生从学校生

活的每个方面获得的尧难以言传的信息与感受遥 因此袁

大学要加强隐性课程的建设袁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

结合起来袁重视研究尧建设与完善大学的教师评聘体

系尧学生文化尧住宿制度和课外活动袁尽可能给大学生

提供多种接受通识教育的途径袁从而保证大学通识教

育目标的顺利实现袁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尧和谐发展遥

注释院

淤 野学习共同体冶渊Learning Community冤袁或译为野学习社区冶袁

是指一个由学习者及其助学者渊包括教师尧专家尧辅导者

等冤共同构成的团体遥 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中进

行沟通尧交流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袁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

务遥教师尧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袁彼此之间可以很容易地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袁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学习共同

体遥 一个学习小组尧一个班级尧乃至一个学校袁都有可能成

为一个学习共同体遥

于 服务学习项目袁即学生为社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袁同时通

过与同伴分享各自的想法袁学会科学分析尧增强对社会服

务的理解以及改进个人的沟通技能的学习项目遥服务学习

项目将社区服务与学术课程相结合袁注重反思和培育公民

责任感袁是一种体验式学习遥 它为学生提供关怀他人的机

会袁将学生的学习扩展到社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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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斜杠冶 一词是由美国作家麦瑞克窑阿尔伯在其

叶双重职业曳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遥 斜杠青年一般都

是富有余力尧学有专长尧多才多艺尧兴趣外溢尧社交面

宽尧观念超前袁他们热爱生活袁乐于接受新事物袁不循

规蹈矩袁注重精神文化享受袁勇于尝试改变环境曰他们

更注重生活品质袁希望在有限的岁月里探索出更多生

命的可能性遥 [1]伴着野强军卫国之举袁岂无我高校儿女冶

的响亮口号袁一批批携笔从戎志向报国的大学生应征

入伍袁他们离开熟悉的校园环境袁渴望发挥自我技能

专长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国之心和对自我人生价值的

追求遥 然而现实并不一帆风顺袁大学生士兵和军营的

磨合存在着较多阻碍遥基于此袁本文尝试将野斜杠青年冶

品质特征作为军队基层管理者理解大学生士兵群体的

一个视角袁 探讨当前军队在应对大学生士兵群体管理

上存在的挑战袁并相应地提出几点应对方案以供参考遥

一尧斜杠青年身份特征的解密

渊一冤目标明确价值感强

理想作为行动指南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遥 斜杠青年能将实现自我价值的宏伟蓝图布

局在一个个以兴趣为支撑的职业目标上袁在技能的跨

界修炼中寻找更多人生可能性遥 他们有明确的学习和

职业规划袁并以质疑边界尧取消假定尧拒绝僵化尧挖掘

潜能尧谋求复合多元人生的方式袁成为当代青年青春

独特魅力和人生自我书写的一种确证遥 [2]他们对选定

的目标保持高度自信并能沿着计划自律高效地努力袁

他们能抵御瞬时满足的诱惑袁追寻整体目标实现后新

的感悟和收获遥

渊二冤兴趣广泛特长突出

作为深切感受国家日渐富强袁国际地位日渐突出

的一代人袁当代青年普遍具有见识多尧兴趣广的特征遥

收稿日期院2019-06-19

作者简介院袁伟渊1994-冤袁男袁汉族袁主要从事优抚尧军队社

会工作研究遥

大学生士兵的野斜杠青年冶特征对基层

连队战士管理方式的挑战与应对

袁 伟

渊西北大学 哲学学院袁 陕西 西安 710000冤

摘 要院野斜杠青年冶作为一种身份定位袁其具有的鲜明群体特征与大学生士兵存在高度契合遥当前袁军队普遍存在

大学生入伍后自身适应困难和基层连队应对这一新群体管理过程中的无力感遥 把野斜杠青年冶的品质特征作为军队解读

大学生士兵的新视角并基于野斜杠青年冶特征创新基层连队人才管理培养的模式袁是对军营之中这一宝贵人才资源负责

任的态度遥

关键词院大学生士兵曰野斜杠青年冶曰基层连队曰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院923.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源原圆员园怨穴圆园20雪08原园100原园6

第 39卷 第 8期 武夷学院学报 灾燥造援39 晕燥援8

圆园20年 8月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宰哉再陨 哉晕陨灾耘砸杂陨栽再 Aug援 圆园20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知识和信息时空界限袁任何人联

通网络就能较完整地搜集所需的信息袁人们的视野变

得广阔袁对世界的好奇也更强于父辈遥 互联网时代下

知识和能力成为支撑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袁知

识经济使得个体在未来职场中如仅具备单一身份袁则

会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产生潜在的脆弱性和缺

乏抵抗力遥 [3]因此袁这一代人从小不仅要接受通识教育

还要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遥 斜杠青年通过业余时间的

自我拓展逐渐将兴趣爱好变为能独当一面创造价值

的特长袁使自己能跨越不同领域找寻价值遥

渊三冤勤奋而坚韧

要成为野斜杠青年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袁这一

群体往往具备多个工作领域的技能遥 长期以来袁职业

发展注重专业化袁专业化则需要在某一领域熟练行业

标准达到行业水平遥 斜杠青年常把自身精力铺开到热

爱的各个领域上袁容易使单位领导对其产生不务实的

印象袁也招致较多批评和指责遥 然而袁大量的斜杠青年

靠着韧劲做出了一番成绩证明了自己并非虚度光阴遥

网络上曾报道过一些白领年轻人因为爱好烘焙技艺袁

利用大量业余时间进行网络和培训班学习袁他们遇到

过旁人对其不务正业的指责袁经历过缺少与同事互动

被边缘化的问题袁但那些最后成功的人不但利用闲暇

时间做起了家庭甜点的零售副业袁还因为甜点手艺在

公司成了小有名气的手艺人袁甜点技能使他们在公司

收获了意料之外的人脉圈遥 除了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

力学习技能之外袁坚韧的品格也是每个斜杠青年具备

的优良品质遥 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袁要想在工作之余真

正将爱好发展为个人特长不光要靠勤奋袁还需要日积

月累的努力遥 因此袁勤奋且坚韧的品质使斜杠青年能

对自身处境做出理性评判并最终产出成果遥

斜杠青年这一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的具

有多种技能尧向往多元人生的青年群体袁他们乐于探

索尝试尧敢于漂泊闯荡尧勇于突破改变袁独立意识尧创

新意识尧竞争意识尧风险意识强遥 [4]认同并鼓励这类青

年的人生发展方式并为其搭建平台让他们的边缘技

能能在本职工作中有所发挥袁不但能推动这批青年茁

壮成长袁更能使他们同用人单位经营和管理的创新碰

撞出新的火花遥

二尧野斜杠青年冶视角下大学生士兵的真实

面貌

在 2018年 9月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袁 发言人

透露了一则数字院截至目前袁全国已有近 500万名适

龄青年报名应征袁不少地区大学生兵源已超过总兵源

的百分之五十遥 大学生报名尧体检的人数明显增加袁兵

员整体素质稳步提升遥

作为野98后冶的大学生士兵袁他们经过层层筛选进

入大学后又选择应征入伍袁本就比一般大学生更多了

几分敢于漂泊闯荡尧勇于突破改变的野斜杠冶特质遥 依

托于野斜杠青年冶的理解来解读新时代大学生士兵呈

现出的综合素质和个人特征袁概括起来讲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遥

渊一冤建功立业意愿强

大学是每名学子最宝贵的青春记忆袁将宝贵的两

年时间投身到军营中的大学生绝不是一时冲动遥 经过

与众多大学生士兵交谈后笔者发现袁几乎每一名入伍

的大学生都是怀着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渴望遥

他们在寻找不同于以往十几年校园生活的新环境袁他

们希望入伍的经历能丰富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袁他

们更希望能运用自己以往积累的学识在新时代里建

功立业遥 体验全新的生活袁探寻更高的人生价值是众

多大学生士兵一致的追求袁这是一群自带野斜杠冶基因

的时代青年遥

个体对工作环境的知觉以及自身特征会影响他

们的心理状态袁进而影响他们积极投入工作的意愿遥 [5]

大学生带着建功立业的志向背起行囊走向军营袁这个

伟大志向将成为他们今后几年军营工作和生活的重

要精神支撑遥 军队管理者要注意把握和引导这种积极

的人生抱负袁用理想信念激发大学生士兵在艰苦的军

旅生活中磨练自我尧建设国防的斗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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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知识技能全面

在个人能力素质上袁当代大学生士兵的确在德智

体美中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具有突出的特长遥 新兵下

连后连干部开展的个人能力调查显示大学生士兵大

多都拥有英语尧计算机尧写作尧乐器等多个相关资格证

书袁他们能快速适应野互联网+冶的工作环境并能依靠

网络进行资料搜集和分析整理袁一些来自职业技术学

校的大学生能同时完成电脑维修尧软件开发尧水电维

修等好几门操作遥

笔者在部队服役时就曾发现袁每当连队工作遇到

瓶颈时总会有一两名平时默默无闻的新兵利用自己

的专业特长快速解决问题让连队上下刮目相看遥 特别

在军队举办的各种宣传和纪念活动中袁一些平时并不

起眼的大学生士兵能积极地参与其中袁他们将自己掌

握的绘画技艺尧演讲主持尧摄影等技能充分发挥到活

动当中袁带领全连出色地完成任务并收获名次遥 军队

是崇尚荣誉的地方袁荣誉是整个连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的指向袁大学生士兵也热爱荣誉袁渴望被承认遥

渊三冤人员结构异质性强

部队是个大熔炉袁这句话不仅指在这里很多人能

锻炼成为一名具有军人优秀品质的出彩人袁更体现在

部队的生态系统中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生活经历尧不同

学识修养尧不同技能本领的人交织在一起袁这些为寻

找斜杠青年或是具备斜杠潜质的青年提供了广阔基

础遥 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表述袁在整个社会生态

环境中袁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相互联系尧相互影响袁具

体来讲袁每一名大学生士兵的行为会受到整个连队内

部大环境的影响遥 重视并培养每一名拥有斜杠青年品

质特征的大学生袁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发挥他们的所学

所长袁让每一名大学生士兵切身感受到部队对知识和

人才的尊重袁感受到军队需要与他们共成长袁这不但

为其人生道路的选择树立了自信心还会进一步激励

这些大学生主动学习更多能转化为服务部队的知识

技能遥 更重要的在于建立连队内部尊重知识鼓励突破

进取的氛围袁将会吸引那些满足现状尧进取心不足的

士兵加入勤奋学习的队伍中来袁为基层连队永续发展

注入内生动力遥

三尧大学生士兵野斜杠青年冶特征对基层连

队管理模式的挑战

渊一冤野新冶特征带来的文化冲击造成了不团结因素

一段时间部队关于大学生士兵的论调并不乐观袁

怀揣着理想抱负携笔从戎的优秀青年袁一进入部队就

成了特殊群体被标签化遥 以往部队士兵的整体文化水

平偏低袁军队在实际管理中只能先将最基础的军事素

质作为个人能力的主抓项目袁科学文化水平作为辅助

培养内容贯穿日常活动遥 由于大部分进入部队的士兵

多是家长口中野难以管教冶的问题少年袁部队采取把纠

正个人行为规范和严肃军队纪律结合起来进行管理遥

固定的培养模式使得军事素质好尧守规矩不冒进成为

衡量一个优秀士兵的主要标准遥 大学生士兵群体来到

部队后袁多年重学习轻体育锻炼的习惯造成了军事素

质跟不上袁初到连队就拖后腿的尴尬局面遥 同时袁大学

生士兵在不同于军队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主体意识和

去野确定性冶思维也时常招来不服从管理尧顶撞上级的

批评遥 这种贴着野大学生冶标签的战士袁承受着太多的

压力袁取得成绩袁往往被认为是高学历下的理所当然袁

犯了错误袁却往往不被理解甚至招来讥讽遥 有些连队

大学生士兵和普通士兵形成了两个彼此排斥的隐形

对抗野圈子冶袁大大影响了连队的团结袁更重要的是这

些大学生士兵退伍后返回高校会极大地对正有入伍

想法的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袁这也是近几年部分高校

出现野当兵冷袁征兵难冶的重要原因遥

基层连队是大学生入伍后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场

所袁相关管理者更应认真研究大学生士兵群体并及时

制订出有针对性的用人管理新方法遥 在一些管理相对

较好的基层单位袁大学生士兵不但能快速习得军队本

职工作要领还在组织生活领域遍地开花袁他们带动学

历不高的士兵开展科学文化学习和兴趣爱好的培养袁

很多普通士兵乐于向大学生士兵请教一些陌生且新

奇的知识袁大学生士兵也主动向一些体能好尧军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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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熟练的老兵看齐袁双方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袁整体氛

围十分和谐遥 因此袁调整以往管理经验对大学生士兵

的有色眼镜袁让大学生士兵在初入军营时在包容接纳

的环境中磨炼成长袁从而带动更多大学生群体加入参

军报国的群体中是军队管理者一项紧迫任务遥

渊二冤新时代下创新军营管理模式的迫切要求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士兵来到部队袁改变的不光是

改变了基层军营人员的学历构成袁更多的是对以往由

传统士兵群体占主导的军营文化和军队管理者代代

相传的管理模式提出挑战遥 的确袁大学生士兵中普遍

存在一些不安现状敢于突破传统的活跃分子袁他们在

成长历程中形成的对确定性和主体性的挑战思维以

及谋求变化性的人生态度本就与传统兵源存在巨大

差异遥 但是袁他们并不是无理取闹袁自视清高袁幻想着

来部队体验安逸生活的一群人袁他们中断学习工作携

笔从戎袁通过这样的积极选择这种积极的方式来实现

对高层次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求遥

总书记在慰问黑龙江部队时指出院要把基层官兵

放在心上袁倾听官兵呼声袁回应官兵期盼袁改进抓基层

的工作机制和方式袁使各项工作接地气暖人心遥 针对

大学生士兵特征的创新管理正是对各项工作接地气

暖人心的回应袁斜杠青年的特质与很大一部分大学生

士兵保持高度一致袁这正是可以被用作理解和研究这

批部队新鲜血液的重要概念遥 把斜杠青年的特征作为

创新基层人员管理的抓手袁改变以往唯军事素质和过

于生硬严苛的管理模式袁重新审视大学生群体的内部

特征因时因事施才袁才是打造一支军事本领过硬综合

素质突出的新时代军人的根本方法遥

渊三冤打造野斜杠冶本领为退役工作铺垫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袁以往退役军人普遍存在与

社会脱节无法快速适应地方社会节奏尧一些在部队好

几年掌握的本领却无用武之地等问题遥 结合野斜杠冶的

特征为大学生士兵开展针对性的培养袁力求在服役期

间帮助这批有理想抱负的青年获取实现人生理想的

品质和能力遥

具体来说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遥 在精神品质上袁斜

杠青年具有不断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的品质尧坚毅乐观

的性格和广泛的兴趣特长遥 军队管理者要发扬其优点

并不断将崇尚荣誉尧艰苦奋斗的军人品质注入他们的

血液之中遥 在个人能力上袁让大学生士兵真正在工作

和任务中发挥他们所掌握的技能和本领袁引导他们进

一步思考如何将这些兴趣和特长与今后的职业规划

相挂钩遥 习总书记提出要培养有灵魂尧有本事尧有血

性尧有品德新时代军人袁这野四有冶同样是广大青年成

才的重要标准遥 从学校到军队再到学校的经历是人生

难得的宝贵经验袁军队要利用好大学生群体的独特价

值建设军队袁也要关心他们的后续成长和发展遥

四尧应对基层连队管理模式挑战的创新方式

渊一冤改变传统人才管理视角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注重员工的行为和单位核

心业务的相关性袁任何与单位绩效无关的行为都被认

为是非专业和不受重视的遥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袁认知

直接影响着个体是否最终采取行动遥 认知的形成受到

自动化思渊automatic thinking冤机制的影响遥 这种机制

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的某种相对固定的思考和

行为模式袁 行动发出已经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袁而

是按照既有的模式发出遥 野斜杠青年冶特点鲜明且与大

学生士兵契合度高袁完全可以成为帮助军队管理者重

新认识大学生士兵群体并改变传统人才判定标准下

对人员管理的自动化思考的重要概念遥

研究发现袁一些带有斜杠青年潜能的大学生士兵

在进入部队初期就掌握了大量军队急需的各种技能袁

这些技能是辅助连队开展工作的重要支撑遥 例如袁很

多大学生在摄影和 PPT制作方面有过系统的训练袁有

些大学生士兵具有主持歌唱等才艺袁每次在连队重大

节日和外出驻训期间袁他们能快速带领整个连队排练

出精彩的节目丰富了战士们军旅生活袁缓解了艰苦和

单调的军营生活带来的情绪波动遥 还有一些大学生士

兵学习的运动训练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尧运动康复尧

体能训练相关的专业技能袁也是军队所需要的遥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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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士兵甚至能在一些连队外事活动中充当随行

翻译人员袁这些都是基层单位以前无法想象的人才资

源遥 基层管理者要以优势视角发现这些大学生士兵的

闪光点袁宽容他们初来部队出现的军事素质差的短期

问题袁帮助他们在产生自我质疑和自抛自弃的情绪时

顺利过渡袁待他们利用自身现有优势在陌生环境中找

到归属感之后再逐步加大对军事素质和军队纪律的

培养和锻炼遥 这种培养模式在方向和顺序上同以往大

不相同袁这也是针对大学生士兵群体特征采取的新实

践遥

渊二冤用价值引导大学生士兵服从军队纪律

军队承担着保家卫国的圣神使命自然需要铁的

纪律和严肃的上下氛围遥 大学生群体生活和成长在互

联网时代袁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渐渐形成自我的

价值判断遥90年代的青年对国家和社会具有较高的认

同度袁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持肯定态度袁

对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很大的信心遥 [6]将这

些已经深深扎入青年心中的价值观作为引导大学生

士兵自觉服从军队特殊环境和规则的精神力量袁之前

的问题便能得到破解遥

大学生参军本就表达了将个人价值同国家民族

连接起来的崇高理想袁野人的任何规定性都是不确定

的袁是需要也是可以突破和改变的袁人在他的生活实

践中不断地赋予自己新的规定性冶遥 [7]结合斜杠青年特

征袁让大学生士兵把崇高的个人理想和军营练兵打仗

的日常生活新实践结合起来袁不断自我调整新环境带

来的不适应感袁最大化地激发和调动大学生士兵克服

困难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本领袁真正实现人才培养和

部队创新管理的双目标遥

(三冤为大学生士兵横向技能发展护航

真正的斜杠青年属于一专多能型复合人才袁在军

队袁练兵打仗服从管理是对野专冶的要求袁积极发挥个

人才能袁在人才空缺的岗位和任务上发挥自己特殊的

价值则是对野多能冶的体现遥Wapanick[8]强调袁21世纪最

需要的人才应具备跨界整合能力尧快速学习能力与较

强的适应能力袁军队要巩固大学生士兵终身学习的认

识袁帮助他们在军旅生涯不断充电袁同时要激发他们

主动学习袁把以往只强调野左脑能力冶初步发展成为

野左脑能力冶同野右脑能力冶并重袁把战士创造力尧共情

能力袁全局思维能力并重发展遥

斜杠青年是一群对自己定位十分清晰的人袁他们

会根据当前条件拓展自己的身份袁 但是斜杠来之不

易袁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遥 在挑选培养特

定人员时要优先选取能较好完成本职工作且有余力

的人员袁在连队内部成立特长小组袁挑选骨干人员鼓

励其担任组长负责在一些任务中执行策划组织工作袁

同时带动有兴趣的士兵加入小组学习相应技能遥 主官

不仅要让每名成员切实参与到具体任务中还要在年

终对促进连队建设和发展的优秀人员予以表彰袁给予

推优入党尧评为优秀士兵的同志加分遥 互联网教育的

推广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袁只要通过网络就会有

不同门类的培训课程进行一些专业知识的学习袁管理

者要鼓励战士实行线上线下个性定制学习袁拓展年轻

战士技能学习的渠道袁鼓励一些学有所成的战士考取

相关资格证书袁为退役后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遥

长期以来袁军队存在面对这样一群与以往士兵思

维方式尧行为模式尧个人能力较大差异的大学生士兵

管理上的紧张感和无力感遥 军队管理者确实想利用好

这批人才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却和他们越走越远遥 笔者结合自己在部队工作的经

验袁创新地将野斜杠青年冶的群体特征作为军队基层管

理者解读大学生士兵的重要概念袁探索如何从中总结

出一套人尽其才的管理新方法遥 大学生士兵作为军队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袁我们希望当他们背起行囊走向军

营的那一刻袁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充满血性和期待的新

集体袁 更是一段让他们快乐成长铭记一生的重要旅

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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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庄渊1908-1986冤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

驱尧著名图书馆学专家袁曾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副馆

长尧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袁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

副理事长遥 梁思庄在西文分类编目有突出贡献袁在实

践中不断探索图书馆工作袁为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遥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具

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念袁是图书馆员自觉遵循的行为

准则袁梁思庄身上体现了可贵的图书馆精神袁对后人

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遥 [1]

一 尧梁思庄生平

梁思庄生于日本袁1913年随父母回国袁 就读于天

津中西女中遥她于 1925年求学于加拿大袁毕业于加拿

大麦吉尔大学遥 1931年到美国学习袁并获得哥伦比亚

大学图书馆学士学位遥毕业后回国从事中国的图书馆

事业袁主要从事西文编目工作袁曾先后在北平图书馆尧

燕京大学图书馆尧广州中山图书馆就职遥 1936年再次

回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任副主任遥 1952年袁燕京大学与

北京大学合并袁 梁思庄曾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副馆

长袁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遥 1980年梁思庄当选为中

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遥 [2]

梁思庄从事图书馆事业深受她父亲梁启超的启

发袁梁启超先生对近代图书馆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及图

书馆学思想对梁思庄是很好的引导与熏陶遥 梁启超先

生曾提出野中国图书馆学冶的思想袁他不仅在中国图书

馆学理论研究方面深厚造诣袁而且在图书馆实践方面

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作了大量工作遥 梁启超

先生对子女一直是鼓励与支持的态度遥 梁启超曾写信

给梁思庄院野学问最好是因自已性之所近冶袁 让她自已

选择她兴趣的专业遥 正是她父亲的影响袁梁思庄选择

了父亲研究过的学科进行了深入研究袁最终选择了图

书馆事业袁并终身为之奋斗袁成为她父亲未竟事业的

继承人袁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的

开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袁 为 20世纪初的中国图书馆

事业作出显著贡献遥

二尧梁思庄图书馆精神的表现

每个行业都有其行风或行业精神遥 图书馆精神是

图书馆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精神风貌袁是图书馆的

灵魂和精髓袁有别于其它行业的一种精神体现遥 梁思

庄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踏实的工作方式袁不愧图书

馆人的称号袁践行了可贵的图书馆精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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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敬业爱岗袁热爱图书馆事业

梁思庄 1930年回国后主要从事西文编目工作袁

她将国外先进的编目技术引入国内袁在工作中引进西

方先进编目理念遥 燕京大学图书馆在梁思庄的领导

下袁 图书馆中文编目所有主要款目都是以著者标目袁

正是接受西方编目的主要款目概念遥 同时袁西文编目

向西方学习袁编目卡片规范详尽袁具有完备的卡片与

导片袁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遥 此外袁梁思庄利用她在

国外的学习经验袁积极向国内引入编目资源袁推动了

北京大学图书馆早期套录编目的发展遥 梁思庄担任北

大图书馆副馆长袁负责编目工作袁北大图书馆和燕大

图书馆合并后袁燕大图书馆仍沿用西文编目政策遥 建

国后袁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美国国家联合目录袁英文

名 National Union Catalog袁 这套目录为西文编目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遥 [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袁北大图书馆建

立了完整的庞大西文图书目录体系袁这套质量上乘的

目录袁为北大图书馆十年后实现计算机编目的回溯建

库打下坚实基础遥

在西文分类上袁梁思庄对杜威分类法的某些类目

做了创新改造袁采用分类排架的方法袁对西文编目产

生长远影响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梁思庄引进杜威分类法

的最新版本袁 引导燕大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与时俱

进遥 在主题目录方面袁梁思庄采用西文编目政策袁北大

图书馆的西文质量在国内遥遥领先袁其主题目录是当

时北大图书馆西文目录的主要特色遥 此外袁梁思庄创

建了东方学专题目录袁是梁思庄做出的特殊贡献遥 这

批文献的内容是 19世纪至 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关

于东方学的文献袁内容极其重要袁历史价值显著袁北大

图书馆已将西文东方学列为本馆特藏之一遥

渊二冤无私奉献袁热心服务读者

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袁是梁思庄自始至终的服务

宗旨遥 梁思庄精通英语尧法语尧德语尧俄语袁是当时国内

著名的西文工具书专家袁在西文工具书检索上有很深

的造诣遥 梁思庄多次举办图书馆培训班尧讲座袁讲授西

文工具书相关知识袁 讲授图书馆目录与工具书使用

法袁为读者传授图书馆知识袁教会读者使用文献遥 1963

年袁北京大学曾定期开展知识讲座袁梁思庄应邀讲授

叶西文工具书曳遥 在课堂上袁她上课生动有趣袁经常举工

作上的实例袁更好地增进读者对知识的领会遥 [4]

她在从事参考咨询服务时袁对读者无论是教授还

是学生袁她都一视同仁袁尽力帮助遥 1980年袁当时的北

大哲学系熊伟教授在研究一个课题时袁 碰到难题袁有

个由 RAF 三个英文字母代表的某一组织袁 他到处查

阅资料袁却无法获得任何满意的答案遥 最后他请梁思

庄帮忙遥 梁思庄通过多种检索渠道尧查阅大量资料袁终

于在叶新闻索引简介曳里查明那个 RAF 的全名是 Red

Army Faction (红军派)遥 梁思庄用她的知识为学者尧读

者解决了大量的疑难问题遥 当学者们找不到所需的资

料袁向梁思庄求助袁她会试着从别的途径入手袁最终查

到所需文献资料遥 据说袁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对

恩格斯叶关于耐格里之没有能力认识无限曳这篇文章

进行研究时袁急需要查找叶自然科学的认识的界限曳一

文遥 经过多次查找资料袁还是没有结果袁最后求助于梁

思庄遥 梁思庄先生认真接过咨询袁她从叶大英百科全

书曳中了解耐格里的生平及其著作袁再通过这些线索袁

去查找北大图书馆德文书目袁最后在叶进化论的机械

生理理论曳这本书中找到这篇文章遥 我国著名的儿童

少年卫生学家叶恭绍博士说院野梁思庄先生的确是一

位浩瀚书海中的领航员袁而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领

航员遥 冶[5]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袁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

侯仁之先生曾经说过:野我始终把梁思庄先生当作我的

老师袁我的老师洪煨莲教授告诉我院耶你在工作上遇到

困难时袁特别是在查阅西方文献时袁你去找梁思庄先

生遥 爷冶这些北大学者都曾经求教过梁思庄袁对她印象

深刻袁她的学问和态度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遥 [5]

渊三冤忠诚事业袁培养专业人才

梁思庄作为留学回国的图书馆学专家袁深知国外

一直很重视图书馆工作遥 她重视图书馆的交流与普

及袁积极利用学校讲台给师生上图书馆知识课袁鼓励

青年馆员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遥 她呼吁各大学图书

馆合作交流袁重视馆员的职业素养遥 梁思庄投身于新

中国图书馆事业袁 积极为图书馆事业奔波组织袁1979

年梁思庄在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当选为副理事长袁自

第二届理事会起袁被聘为名誉理事遥 梁思庄非常重视

图书馆事业的国际交流袁 积极参加国际图书馆会议袁

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国内外交流遥 多次参加国际图书馆

会议袁努力向世界介绍中国图书馆事业遥1980年袁梁思

庄先生已古稀高龄袁与另一位同志代表亲赴马尼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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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马尼拉第 46届国际图联大会袁 就中国图书馆学会

参加国际图联的若干问题达成协议遥 1981年袁正式恢

复了中国在国际国际会员地位遥 同年 3月袁梁思庄前

往南京袁参加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会议遥 梁思庄多次参加国际会议袁通过她的声

望与影响力袁扩大中国图书馆在世界图书馆界的影响

做出很大的努力袁为加强我国图书馆界的国际交流做

出积极的贡献遥

三尧梁思庄图书馆精神对当代图书馆图书

馆馆员工作的启示

梁思庄先生热爱图书馆事业袁始终把读者放在第

一位袁为图书馆事业终身奉献遥 对于中国图书馆界来

说袁 梁思庄在图书馆工作中留下的的图书馆精神财

富袁对当代图书馆馆员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袁将会继

续鞭策图书馆人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遥 馆员

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遥

渊一冤增强馆员的敬业责任意识

图书馆员的工作袁更多是默默无闻袁要有甘当人

梯的敬业精神遥 1931年梁思庄回到国内袁立即投身到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袁随后在图书馆工作了整整半个世

纪袁把毕生献给了图书馆事业遥 在图书馆工作中袁梁思

庄身体力行袁率行垂范遥 她曾半开玩笑半认真说院图书

馆的事袁只要是书的事袁从贴书号标签袁到典藏阅览袁

买书订书尧分类尧编目尧制片尧入库尧借阅尧咨询噎噎我

什么都愿意管遥 冶[6]她的想法即付诸行动袁梁思庄对图

书馆工作事无巨细认真负责袁对主要从事的西文编目

做出很大的贡献遥 正是这种坚定的敬业精神袁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袁梁思庄遭受迫害袁在个人安危无法

保障的情况袁她想到的仍是图书馆的安全遥 作为新时

代的图书馆人袁 要学习梁思庄等前辈的敬业精神袁辛

勤耕耘袁默默奉献袁恪守图书馆职业道德袁在平凡的图

书馆岗位上做出应尽的工作遥

首先袁图书馆员是读者与文献需求的的桥梁与纽

带遥 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袁图书馆员是引航员袁将无序

的文献信息整理成有序的知识袁 为读者提供各项服

务遥 其次袁馆员要不断与时俱进遥 在网络时代袁知识信

息量大袁更新快袁图书馆的发展也向智能化技术化发

展,图书馆员在图书馆岗位,热爱本职工作,需要不断学

习新知识新技术袁学会运用微信尧微博与图书馆业务

联系起来,像梁思庄一样,只要是图书馆的事,什么都愿

意做,这种敬业精神会让图书馆馆馆员终身受益遥 [7]最

后袁图书馆工作平凡袁要在岗位上要克服浮躁的心袁增

强责任感袁 以主人翁态度踏实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遥

这就是梁思庄精神对我们当今图书馆界的鞭策和启

示遥

渊二冤重视馆员职业素养和技能

在信息化时代环境袁要重视对馆员的职业素养和

技能的提高遥 在职业素养方面袁馆员重视学习袁工作兢

兢业业袁增强自信袁提高图书馆职业的自豪感袁图书馆

人的职业主要与书打交道袁要爱书袁重视学习遥 梁思庄

爱书袁懂书袁在最艰难的时刻袁视图书为生命袁始终与

图书生死相随遥 上世纪四十年初袁梁思庄曾任成都燕

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袁组织学生搜集与保护图书袁前往

四川袁搜集了很多重要文献资料袁包括当时大学生的

毕业论文袁四川剧本尧拓片等等袁这些资料也是为读者

服务袁 如今资料已成为北大图书馆特藏的组成部分遥

野文革冶期间袁梁思庄遭遇不公对待袁在造反派用烈火

在燃烧图书馆的所谓反动书籍袁很多是古籍时袁梁思

庄曾痛苦说野这样下去袁图书馆要完了冶即使在那么坚

难的环境袁她仍视自身不顾袁想到的是图书和图书馆

事业遥 [5] 梁思庄的一心念着读书袁终生与书打交道袁她

的爱书精神与读者服务密切联系遥 当代图书馆工作就

是要认识到读者在学业尧 工作上的进步都与自己的

工作紧密相连袁要倾听读者的意见袁为读者积极提供

服务与帮助遥 在技能方面袁要始终树立终身学习的思

想袁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袁掌握更多的计算机尧网络等技

术袁提高资源管理与服务创新能力袁跟上时代的发展袁

让馆员成为复合型人才遥

渊三冤树立馆员无私奉献的服务理念

陈誉先生说过院野任何职业袁如果在事业上要取得

成功袁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牺牲尧奉献精神袁但是有些职

业却要求付出更多的奉献遥 图书馆学教师和图书馆员

都要求具有更多的奉献精神袁 这是由学科的服务性尧

公益性所决定的遥 冶[8]梁思庄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遥

1931年她毅然回国后即从事图书馆工作袁在图书馆工

作岗位上任劳任怨袁勤奋耕耘为图书馆事业奉献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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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遥 梁思庄是图书馆事业的实干家袁虽然一生著述不

多袁但生前注重读者服务袁始终关爱读者袁对读者一视

同仁袁平等对待袁甘做绿叶袁满腔热情为读者解答许多

问题袁无私提供帮助遥 她精通图书馆的各个业务袁重视

培养新人袁鼓励青年同志努力学习袁提高工作能力袁对

后人谆谆教诲并严格要求遥

馆员是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图书馆

管理的核心和重心遥梁思庄正是认识到图书馆员作为

绿叶的价值所在袁讲究奉献精神袁 把一生的心血投入

到图书馆事业中去遥奉献精神作为图书馆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 是每一个图书馆员都应该追求的思想品

质遥 在图书馆工作管理上袁图书馆应树立为读者服务

的无私奉献精神,以人为本袁这样有利于强化人的职业

理想与信念遥 首先袁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图书馆工作的

价值袁树立起野读者至上袁服务第一冶的观念袁发扬人文

精神袁关怀读者袁关爱馆员袁提高为读者服务的自觉

性袁让读者在接受服务过程中感受到自己是被平等对

待袁人格受到尊重遥 其次袁馆员要以读者需求为导向袁

学会换位思考袁全心全意为读者考虑袁站在读者的立

场上体验和思考问题遥 最后袁馆员在工作中应致力于

培养读者在图书馆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袁及时发现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袁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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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ng Sizhuang is a famous librarian in China. She is the leading expert i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ing of western lan鄄

guages. She has created an unprecedented "Oriental Bibliography" in the field of bibliography in China. She serves readers and society

wholeheartedly, and devotes her whole life to the library cause of our country. She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ex鄄

change of Chinese libraries. Liang Sizhuang爷s library spirit, as a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is of great inspiring significance to the work of

modern 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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